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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全球學習華語的風氣日增，華語文產業也隨之發展。華語教育成功

的關鍵在人才，除了培育華語師資生，以因應海外華語教師的需求量，更重

要的是藉由華語師資培訓，提升華語教師素養及專業能力，並使華語文產業

有更好的品質成長。 

華語教育的相關議題常圍繞在教（學）什麼？何時教（學）？在哪裡教

（學）？怎麼教（學）？誰教（學）？等面向。本研究從這幾種個案研究目

標，針對西班牙馬德里 MACMA 公司 和 COMILLAS 大學，產學合作的華

語師資培訓為案例，蒐集相關資料及描述解釋個案研究內容分析： 

一、解釋西班牙馬德里華語產業發展脈絡。 

二、描述西班牙的華語師資培訓現況，包括培訓內容的分析、需具備的華語

教師素養及專業能力，例如，了解歐洲推動的內容語言整合學習(CLIL)的

外語教學法、國際文憑認證(IB)學校的教學理念等。 

三、分析參與西班牙馬德里華語師資培訓課程的華語師資生，在西班牙教學

的困難點、有哪些華語師資培訓的需求等。 

將本個案研究內容整理分析，以此案例所蒐集提供的資料訊息，能給有

心從事華語事業的前輩後進參考，更期望對未來華語師資培訓的研究發展有

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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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atus of Chinese Teacher Training 

for Young Learners in Madrid Spain 

MACMA Company Cooperating with 

COMILLAS University-A Study Case 

Abstract 

Keywords：Chinese teaching、Industry-university cooperation、teacher training、

teacher literacy、pre-Chinese teacher 

 

With the increasing popularity of learning Chinese in the world, the Chinese 

language industry has also developed. The key to the success of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is people. In addition to cultivating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in order to the needs of overseas Chinese teachers, it is more important 

to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professionalism of Chinese teachers through 

pre-Chinese teacher training and to make Chinese language industry better 

growth. 

What are the topics related to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that often revolve 

around teaching (study)? When do you teach (learn)? Where to teach (learn)? 

How to teach (learning)? Who teaches (learning)? Etc. This study has studied the 

objectives of these several cases, for the Chinese teacher training of the 

industry-university cooperation between MACMA and COMILLAS University 

in Madrid, Spain, collecting relevant information and describing the case study 

content analysis： 

First, to expla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ndustry in Madrid, 

Spain.Second，to describ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hinese teacher training in 

Spain Third, to analyze the pre-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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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隨著學習華語的學生人數增長，相對的華語教師也有一定的需求量，在

教育的相關議題裡，常圍繞著關於教（學）什麼？何時教（學）？在哪裡教

(學)？怎麼教（學）？誰教（學）？等面向，故也藉由這幾個面向試著去探

討研究在西班牙馬德里的華語師資培訓現況，以 MACMA 公司和 COMILLAS

大學產學合作的國際兒童華語師資培訓課程為案例，介紹在西班牙馬德里從

幼兒至青少年的華語教師需求，以及要有怎麼樣的華語教師素養能符合，並

適應西班牙幼兒至青少年的華語學習。李郁錦、陳振宇(2016)1提到世界第二

大母語人口的語言是西班牙語，但針對西班牙語人士的華語學習相關研究卻

很少，希望本研究能有杯水車薪之助益。 

所謂知行合一，在實體教學的環境中，有很多機會把大學所學的理論內

容應用在上課實務中；另一方面也藉由實習教師們的教學現場需求及所面臨

的問題，即時反饋給大學的師資培訓教育課堂中，讓華語師資培訓的理論內

容有驗證或慎思的機會，並更符合教學現場的需求，且能加以更新專業達到

教師的成長。 

理論與實務的雙向運作以及把華語文教育作為一種產業，是華語師資培

訓項目的特色與成效。本研究也針對參與西班牙馬德里 COMILLAS 大學

2016 年度及 2017 年度華語師資培訓課程的兩屆培訓教師們，對於該課程培

訓內容和對西班牙 COMILLAS 大學的華語師資培訓有哪些需求，做了兩種

問卷調查。希望透過此個案研究，以期能提供未來華語師資培訓的方向一點

助益。 

 

 

                                                      
1李郁錦、陳振宇（2016）。華語教材評估指標初探：二語習得視角。臺灣華語教學研究，

13，6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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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研究背景 
 

本研究為了解研究者所處的西班牙當地華語文產業公司，如何與當地大

學合作，以及前來西班牙馬德里參與培訓的華語師資生背景。以個人經驗與

觀察，對西班牙參與國際兒童華語師資培訓的華語師資生、MACMA 公司

及 COMILLAS 大學為研究對象，逐一介紹說明背景。 

一、研究者背景 

    回顧自身如何成為一名在西班牙的華語教師歷程，第一份的教育工作是

在一所私立美語幼兒園，擔任美語教師，先是進學校主任的班級跟班實習一

個月，主要學習班級經營的技巧、親師互動的拿捏，教學方法的重點，接著

開始獨立帶班，教學過程中不斷的向有經驗的教師請教學習及自我省思，也

從學生們的反應回饋中獲取經驗，經過了兩年的實務工作經驗後，有機會因

為幼兒園的在職身份能有機會參與保育人員及所長的教育進修課程。 

    藉由保育人員及所長的教育進修課程，學習到幼兒心理及發展、各種教

育理念及教學方法的知識理論，並且能呼應到我的實務教學情境中，在親師

溝通時也讓家長能感受到教師的教學專業成長，進而更有助班級經營管理和

學生的學習。在取得保育人員及所長資格證後，也因該課程的授課教師分享，

得知了台北教育大學開設幼兒教育在職進修學分專班，在考試錄取後開始在

職進修學習。 

    在台北教育大學幼兒教育在職進修學分專班，修習教育學、教育心理學、

教育社會學、教學法…等教育專業知識理論課程。二十四學分修完後，因為

要實習半年，故在桃園國小附設幼兒園實習並同時準備教育部的教師資格檢

定考試，最後通過並取得幼兒教師證。 

    由於所服務的雙語或全美幼兒園有不少外籍教師同事們，在安排校內的

教學培訓或教學觀摩活動時，因部分外籍教師想提升自己的教學和生活品質，

故提議想學華語，促發了去參加華語師資培訓的課程，想進一步了解如何將

自己視為理所當然的母語，有系統和方法的教外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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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華語師資培訓的機構得知，在西班牙馬德里自治大學開設了針對西班

牙兒童青少年華語師資培訓證照課程，藉由這項方案開啟了到西班牙教華語

的一扇窗。剛到西班牙先在能以英文溝通的西班牙家庭當住家中文教師，並

同時到馬德里自治大學進修學習，在維期一個多月密集的西班牙兒童青少年

華語師資培訓課程及試教後，被安排開始至西班牙馬德里的私立學校

Zuloaga（也是目前任教的學校，現在更名為 Agora International School 

Madrid）、Kensington、British Council，公辦民營性質的學校 Cardenal- Herrera- 

Oria 和 Loreto 五所學校教授華語。在馬德里自治大學進修時，承蒙當時在

大學授課的曾老師引薦，在臺灣馬德里華僑學校任教至今。 

在西班牙教授華語近七年，在西班牙教華語的第三年時，有位中國漢辦

派來的對外漢語實習老師觀察課堂教學，並以我為研究對象寫下了名為「海

外幼兒漢語課堂觀察與思考-以西班牙 Zuloaga 學校幼兒漢語課堂為例」碩

士論文，內容詳細的觀察紀錄分析我的華語教學課堂狀況，因此也萌生了再

進修碩士學位的想法。 

經由西班牙臺灣教師協會的吳老師介紹得知，臺灣師範大學開設第一屆海外

華語師資數位碩士在職專班，在此之前也參加各項在西班牙馬德里舉辨的華

語教學研習、孔子學院的華語教材研習、僑委會海外華語教師培訓研習學分

課程。在錄取臺灣師大海外華語師資數位碩士在職專班的同時，也參與 2016

年度及 2017 年度在馬德里 COMILLAS 大學，國際兒童華語師資培訓課程

的教學團隊，並以此為個案研究內容。 

 

二、研究對象背景 

自 2016 年十月開始，經西班牙 MACMA 公司邀請，參與 COMILLAS

大學針對西班牙幼兒、兒童及青少年，所開設的國際華語師資培訓課程的教

學團隊。2016年度召集了來自中國各地、臺灣及西班牙當地，有志在西班

牙從事華語教學的華語師資生共 47 位，2017年度另招收了 40 位華語師資

生。本研究的研究對象針對以下幾點作詳細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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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MACMA 公司 

    為一間在西班牙馬德里，由西班牙人創設，並以華語教學產業項目營利

的公司。在本研究中涉及的部分為，華語師資生在馬德里維期一年的初期生

活安置、實習及工作機會的提供，在之後的第三章第一節有該公司更詳細的

介紹。  

（二）COMILLAS 大學 

    全名為 Comillas Pontifical University，是西班牙馬德里的一所私立大學，

也是 MACMA公司負責人的母校。在本研究中擔負國際華語師資培訓的課程安

排、授課及授予華語師資生結業後，該大學校籍碩士學位證書，在之後的第

三章第二節也將介紹該大學的培訓課程內容。 

（三）2016年及 2017年兩屆華語師資生 

    2016 年所招收的 47位華語師資生中，有兩位來自臺灣，其中一位女性

剛從新竹師範大學畢業，另一名男性在廣告公司工作後想探求不同的工作機

會；還有兩位在西班牙當地，一位為中國留學生已在西班牙待了兩年，另一

名為中國移民第二代，兩位皆是想要增進工作機會能力；其他 43位來自中

國各地，有在中國的學校擔任教師經驗、對外漢語專業畢業、其他工作經驗，

有的想充電、轉換工作或想實習體驗不同的環境教育及教學方法等背景，47

位中有兩位男性及 45位女性。 

    2017 年招收的 40位華語師資生的性別、年齡、教育專業背景及教學年

資等背景資料，以 Google 表單的問卷
2
方式收集分析相關華語師資生在西班

牙教學時所遇到的教學困難點、師資培育的課程內容需求等研究資料內容分

析，也將在後續的章節內容詳細說明。 

 

 

                                                      
2 2017 年度 Google 表單問卷調查統計內容。(07/06/2018)，取自

http://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7eAI3oa2-KOvbsNI7KPu-EXyRFhXtBQoKlvOjxT

UY88/edit?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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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現代國際華語教師需求強調以全球為背景，認識並尊重多元文化。故華

語教師要以全球教育為視角並具備多元文化知識與素養。由於研究者所執教

的 Agora International Madrid School 是一所在西班牙馬德里具備國際文

憑課程（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的學校(簡稱 IB 學校)，並且也因

在西班牙華語教學的在職身份，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海外華語師資數位在職

碩士專班進修，有此機會將華語教學的相關現場教學實務和臺灣師範大學華

語師資培育的理論課程，做專業的學習與應用。 

 

一、研究動機 

研究者曾在華語師資培育課程中獲得不少啟發概念及專業知能成長，例

如打破語言本體為中心的教學觀念、具有華語教師自行編選教材的能力、不

倚靠單一系列的語言教材、將語言習得整合在活動中、專業能力的漢語語言

學、第二語言習得、華人社會與文化等優質的華語教學概念，因此使研究者

本身在西班牙馬德里的華語教學能更上一層樓，也獲得西班牙服務的學校及

MACMA 公司的肯定，受邀參與 MACMA 公司與西班牙馬德里 COMILLAS

大學，產學合作的國際兒童華語師資培訓課程的教學團隊。藉由參與這個培

訓會，也激發研究者寫此內容的想法。 

（一）探討西班牙馬德里 COMILLAS 大學發展華語師資培訓課程的原因 

為什麼華語師資培育的課程，本由臺灣、中國、香港及新加坡等華語地

區的大學培育教育機構為主，卻也能在近幾年西班牙馬德里的 COMILLAS

大學發展起國際華語師資培訓的課程？ 

（二）分析參與國際華語師資培訓課程者的背景 

前來參與此國際華語師資培訓課程的參與者，有怎麼樣的個人背景、教

育背景及對於華語教學培訓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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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如何增進及符應在西班牙馬德里的華語教學現況 

什麼樣的華語師資培訓內容，能增進及符應在西班牙馬德里的華語教學

現況需要？ 

成為一名西班牙的國際華語教師，應具備怎樣的條件能力及華語教師素

養，以提升西班牙學習華語者的習得成效？ 

這些想法開啟對參與 MACMA 公司與 COMILLAS 大學，產學合作的國際兒

童華語師資培訓課程的華語師資生、COMILLAS 大學的課程及 MACMA 公

司三者間運作的關係，產生了研究的動機。 

 

二、研究目的 

    國際華語文教學是近幾年開始興起的學門，在師資培育和相關教學系統

也正在臺灣及中國兩地逐步建立體系發展中，而在海外學習中文的需求也在

不斷的提升，就以我所處的西班牙馬德里為例，2013 年西班牙有 4 萬人在

學習中文，其中 15,000 人是成年人（包括大學生），其餘 25,000 人是非大

學生（18歲以下），其中學生集中在馬德里，加泰羅尼亞，巴斯克地區和瓦

倫西亞地區
3
。所以在西班牙馬德里的 MACMA 公司為尋求符合西班牙的教育

教學方法和理解西班牙人學習華語需求的華語教師，為此和馬德里

COMILLAS 大學產學合作開設了西班牙在地化的華語師資培訓課程，由

COMILLAS 大學提供理論課程，讓來自中國及各地有志在西班牙從事華語

教學工作的華語師資生們，學習了解關於針對西班牙幼兒、兒童及青少年教

育的華語師資理論課程內容及西班牙語課程；在實務課程方面由 MACMA

公司安排至學校觀摩課堂教學及實習機會。 

2016 年研究者在臺灣師大在職進修同時，MACMA 公司也安排研究者

                                                      
3 Más que una moda: 40.000 personas estudian chino en España（2014.October）. el Economista.es. 

  (20/6/2018) Retrieved from 

http://www.eleconomista.es/campus/noticias/6139776/10/14/Mas-que-una-moda-40000-personas-e

studian-chino-en-Espana.html 

 

http://www.eleconomista.es/campus/noticias/6139776/10/14/Mas-que-una-moda-40000-person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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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COMILLAS 大學參與國際兒童華語師資培訓課程的教學，在 2016 年負

責針對西班牙青少年的華語教學培訓，2017 年為針對西班牙幼兒的華語教

學培訓工作。兩年的時間，一面在西班牙的學校持續華語教學的工作，一面

參與在 COMILLAS 大學的華語師資培訓課程的教 學，並同時接受臺灣師

大的華語師資課程的進修學習。 

在參與 COMILLAS 大學針對西班牙兒童華語師資培訓課程的第二年，  

決定了將對於在西班牙馬德里 COMILLAS 大學的華語師資培訓現況，如何

更完善在西班牙的華語師資培訓內容及如何提高在西班牙華語教學的教師

素質，準備做更進一步的資料蒐集與討論分析，以期能提供在國內或在其他

海外國家在國際華語文教學師資培訓上的訊息參考。 

本個案研究以針對西班牙馬德里MACMA公司和COMILLAS大學產學

合作的國際華語師資培訓課程的研究目的： 

（一）了解華語師資培訓如何在西班牙馬德里的 COMILLAS 大學進行。 

（二）從華語師資生在西班牙的教學情況，來看西班牙對於華語教師有何需

求及華語師資生對華語師資培訓課程有何需要。 

（三）MACMA 公司如何藉由華語文教育產業，在西班牙馬德里發展教材

的編製及販售、將華語課程及華語教師推薦至西班牙的學校教育、語

言機構或家庭中。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過程 
 

本篇研究方法主要以個案研究( Case study）的方式進行研究，並對相

關參與的人員進行訪問及問卷調查，將所得的訊息資料蒐集完成後，進行歸

納整理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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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案研究方法 

本論文採用的研究方法主要以個案研究(Case study)的方式進行，在《質

的教育研究-概念分析》4一書指出，個案研究運用在情境中發現的多種資料，

詳細檢查某段時間的一個「有範圍限制的系統」，或一個個案，這個個案，

可能是一項課程方案、一椿事件、一種活動或限制，在某時間、地點內的一

群人。研究者透過多重資料來源，對當前西班牙馬德里的華語文產業及教學

脈絡的各種現象，以個案研究的方式所做的一種探索性(exploratory)、描述

性(descriptive)，與解釋性的目標研究當前的個案現象與真實情況。 

（一）王文科，王智弘(2014)5提到個案研究依研究目標的不同，有以下幾

種研究類型： 

1.探索性(exploratory)目標 

探索性個案研究，與處理是什麼(what)形式的問題有關。 

2.描述性(descriptive)目標 

描述性個案研究與處理，誰(who)、何處(where)的問題有關。 

3.解釋性(exploratory)目標 

針對如何(how)與為什麼(why)的研究問題，則多屬於解釋個案研究的任務。 

4.評鑑性(evaluative)目標 

    個案研究就是對某一個事例進行深入的研究，以教育研究的觀點取向

(approach)，分成質的與量的研究兩種。量的研究分成實驗研究與非實驗研

究，而個案研究屬非實驗研究，但實際應用時，通常採用混合方法(mixed 

methods)，有量的與質的研究來描述研究結果。6另外揭露式個案，研究者

可以接觸一些觀察法無法探究的情境，僅是描述性的資料就已具有揭露性。 

                                                      
4 James H.McMillan,Sally Schumacher，王文科、王智弘編譯（2002）。質的教育研究-概念分

析第五版(p16)。台北市：師大書苑。 
5 王文科、王智弘(2014)。教育研究法(p.361-362)。台北市：五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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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研究中使用的個案研究內容 

針對西班牙馬德里MACMA公司及COMILLAS大學的產學合作師資

培訓課程為例，採取個案研究的方法，以參與 2016 及 2017 年度培訓課程

的兩屆華語師資生為問卷對象，調查參與培訓課程的華語師資生的背景、

學習狀況及感受回饋。除此之外，也針對培訓課程的課程架構做說明、以

及訪問 MACMA 公司負責人與 COMILLAS 大學的課程規劃主任。藉由收

集各方的多重資料來源，以及自身參與該培訓課程當中的觀察，了解

MACMA 公司和 COMILLAS 大學產學合作的需求動機，以此做出本個案

研究的分析與研究介紹。  

 

二、研究的過程 

    研究過程分為兩階段，第一階段進行的時間從 2016 年 10 月至 2017 年

6 月；第二階段進行的時間從 2017 年 10 月至 2018 年 6 月，以下分階段說

明研究過程及內容。 

 

（一）第一階段 

   從 2016 年 10 月開始成為 COMILLAS 大學的華語師資培訓教學團隊一

員，到 2017 年 6 月課程結束前，發了一份開放式的問卷調查，給 47 位在

2016學年度參與COMILLAS大學國際華語師資培訓課程的華語師資生們。

由於教育的相關議題裡常圍繞關於教(學)什麼?何時教(學)?在哪裡教(學)?

怎麼教(學)?誰教(學)?等面向，故也藉由這幾個面向試著去探討分析在西班

牙馬德里的幼兒至青少年的華語師資培訓現況。 

問卷內容有四大方向，主要是為了收集了解參與 2016 年 COMIILAS

大學華語師資培訓課程的華語師資生們，對於西班牙馬德里的華語教學現

況及培訓需求回饋與反應，可以作為 COMILLAS 大學日後在課程內容的

安排，以及 MACMA 公司針對在西班牙的華語教學教材或教學資源的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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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回饋收集的詳細內容整理如附錄一。 

1.問卷內容依據四個面向 

（1）教學的對象、何時教、在哪裡教? 

（2）教學的內容(教材、教學資源)? 

（3）怎麼教學(教學法、課堂管理)? 

（4）有哪些在西班牙華語師資培訓的需求？ 

2.針對這四面向所提問的開放式內容間卷問題如下：  

（1）請簡述個人在西班牙華語教學背景經驗。 

（2）在西班牙的華語教學過程中曾遇到哪些教學困難點？ 

（3）就你的教學經驗觀察西班牙學生在學習中文時常出現的問題有哪些? 

（4）試敘對西班牙 COMILLAS 大學的國際華語師資培訓，期待有怎樣的

教學形式、教材、教學資源及師資培訓內容需求。 

 

（二）第二階段 

1.2017 年 10 月招收了新的一批華語師資生共 40 位。2017 年的問卷採用

Google 表單的選填方式，問卷的內容是依據 2016 年的開放式問卷，經過

統整歸納後，以選擇題及簡答的方式請 2017年度的華語師資生回答。 

2.與 COMILLAS 大學針對西班牙幼兒至青少年華語師資培訓課程的策劃

主任 Soledad 女士訪談，進而了解該師資培訓的課程規劃架構及理念，以

及在馬德里當地培訓國際華語師資的考量因素。 

3.針對華語教學產業方面，與西班牙馬德里 MACMA 公司負責人 Pepe 先生

進行訪談，整理該公司對西班牙馬德里的學校或西班牙的中文學習者在課

程教學品質上，在西班牙當地對華語教師各項的需求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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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個案研究的研究流程圖： 

 

 

 

 

 

 

 

 

 

 

 

 

 

 

 

 

 

圖 一-1 本研究論文流程圖 

 

MACMA 公司 

針對西班牙華語教

學現狀及需要，訪

談 Pepe 先生及

Sole 女士。 

西班牙 COMILLAS 大學和 MACMA 公司產學合作的華語師資培訓的個

案研究的初始問題: 

 

一、教學的對象、何時教、在哪裡教?  

二、教學的內容(教材、教學資源)? 

三、怎麼教學(教學法、課堂管理)? 

四、在西班牙的華語師資培訓有哪些需求? 

COMILLAS 大學 

針對兩屆培訓教師

及的觀察訪談，問

卷及相關資料收

集、分析與解釋。 

藉由相關觀察、訪談、問卷及文獻資料收集分析和解釋，所導引得到的推論

建議與結論： 

 

一、COMILLAS 大學國際兒童華語師資培訓的課程內容規劃。 

二、MACMA 中文教學公司在西班牙的華語教學品質及教材發展。 

三、在西班牙的華語教師的培訓需求項目。 

 

 



12 
 

三、資料收集與分析 

以下分別為 2016年與 2017 年的資料收集與內容分析： 

（一）2016年西班牙馬德里 COMILLAS 大學國際華語師資培訓課程，參與培

訓的華語師資生的紙本問卷，問卷問題及回饋內容整理摘錄。 

1.請簡述個人在西班牙華語教學背景經驗。 

（1）華語教學實習的對象年齡及人數： 

    表一為 2016 年 COMILLAS 大學國際華語師資培訓課程，有參與 MACMA

公司提供的教學實習機會的華語師資生，所提供教學對象人數統計。統計方

式，例如 T1華語實習老師共有實習教學對象共 35 名，但分別依年齡層分佈

在幼兒 10名、兒童 25名，沒有分配青少年的教學實習對象的統計內容紀錄

方式。由統計結果看出，2016 年度華語師資生在西班牙，針對的華語教學

實習教學對象，以 6~12 歲的西班牙兒童共 325 位居多其次是 260 位的西班

牙青少年，再者為 185位的西班牙幼兒。 

表一-1  2016 年 COMILLAS大學實習教師教學對象的年齡及人數 

 

 

 

 

 

 

 

 

  圖一-2  2016年華語師資生的實習課程類型比例 

學生年齡 幼兒 3~5 歲 兒童 6~12 歲 青少年 13~18 歲 

學生人數 185 325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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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華語教學實習的課程類型、課程頻率及實習華語教師人數比例： 

從圖一-2 顯示出，參與 2016 年 COMILLAS 大學國際華語師資培訓

的師資生在 MACMA 公司安排的實習課程類型中，以課外課居多，47位

的華語師資生中，有 26 位之多的華語師資生被安排參與課外課類型的華

語教學實習課程；其次是住家課，近乎占了 47 位總人數的一半，為 23

位；再者為家教課有 21位。由於資料顯示在 2016 年的 MACMA 公司所安排

的西班牙學校，華語教學實習課程類型以課外課的課程類型居多。 

表一-2  2016年華語師資生實習課程頻率及實習教師人數 

課程時間頻率 每天 一周一次課時 一週兩次課時 

教師人數 23 24 23 

 

 

 

 

 

 

 

 

 

 

 

圖一-3 2016年華語師資生實習課程頻率及實習教師人數 

 

在表一-2 及圖一-3 課程的頻率上顯示，一週一次的課程頻率，以培

訓的華語師資生總數為 47位中，占 24位的華語師資生比例，居首位；其

次是每天的課程頻率和每週兩次的課程頻率，同樣占 47 位華語師資生中

的 23位，同列第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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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西班牙的華語教學過程中曾遇到哪些教學困難點？ 

    將參與 2016 年 COMILLAS 大學國際華語師資培訓課程的師資生們，

在參與 MACMA 中文教學公司的實習教學過程時所遇到的教學困難點，收

集分類整理如下： 

（1）漢語語言學方面的教學困難點： 

A.聲調、語調、中西語言的發音差異的教學技巧。 

B.漢字教學筆順及部件構成，學生難理解並應用字詞成句。 

C.量詞概念學不好。在語法點的教學,例如「就」的虛詞，學生難以理解運

用。 

（2）教材內容的準備及應用方面的困難點： 

A.學生的年齡小，如果 YCT 教材能按功能分主題更好。 

B.HSK2 語法點多，內容枯燥不好開展教學活動。 

C.適合西班牙學習中文的教材難找。孩子學得快，每堂課都要補充課外知識，

每天的教學備課壓力有點兒大。 

D.如何組織教材內容讓教過的內容學生不容易忘。 

（3）教育心理學方面的教學困難點： 

A.部分學生對中文完全不感興趣，使教學活動難以進行。 

B.需要很多的遊戲活動讓學生注意力集中。學生不配合，積極性不高。學生

對課外課不重視，不尊重老師，課堂紀律影響課程進行。 

C.對學生心理狀態掌握不好，學生年齡太小，無法與學生建立親切感。在家

教過程中不能像學校那樣有規則性上課。 

D.學生是被家長要求來的，他本人不願意學習中文。 

E.掌握不好西班牙小朋友的興趣點、相處溝通模式及課堂組織的管理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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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西班牙語能力方面的教學困難點： 

A.西語不好，對課文語法點難說明白。 

B.語言不通，文化差異無法詳細解釋。 

C.自覺中文課時，說西語多於漢語。 

（5）教學方法方面的教學困難點： 

A.方法技巧運用不當，設計的課堂活動學生不喜歡。 

B.家教課的教學活動不如學校團體課的教學活動那麼多樣性。 

C.感覺自身華語教學能力有待提高，需要更多有趣的教學方法或活動來調動

學生積極性又可以學到中文知識。 

D.學生中文學習的環境少，學過就忘，不知用何教學方法提高學生學習效果。

符合學生年齡段趣味性的輔助教學手段知道太少。 

E.學生能通過考試但卻不會或少運用中文對話。 

3.就你的教學經驗觀察西班牙學生，在學習華語時常出現的問題有哪   

些? 

    根據 2016 年參與西班牙馬德里 COMILLAS 大學國際華語師資培訓課

程的師資生們，在 MACMA 公司安排的幼兒至青少年的華語教學實習課程

過程中，回饋觀察西班牙的學生在學習華語時，常出現的問題。歸納有以下

幾點：    

（1）中文聽說方面的學習問題 

A.聲調辨析，不同輔音發音方式及區別，同字不同音或同音不同字。 

B.四聲音調常發不準確。發音不準確特別是「淤」這個音，有些音在西語中

不存在，發音困難。 

C.能開口說詞，難開口成句。不喜歡用完整句子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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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聽到的音和說出來或發出來的音不同，分不清 ing/eng/in。 

（2）中文讀寫方面的學習問題 

A.拼音不標聲調，拼音拼寫不對,例如 cai 拼成 sai。拼音和西文、英文混淆。

拼音和西語字母發音的差異性讓學生容易混淆，例如 cuo、gui。 

B.學生對拼音的注意力大於漢字。漢字與發音的聯結難記住。漢字的認字及

書寫不容易，容易漏部件或筆畫。 

C.學習時間投入有限，書寫能力提升效率不彰。 

D.閱讀時的劃分音節或斷句問題。 

E.很多學生都只會說和聽，讀寫能力低。 

（3）中文學習心態與文化的問題： 

A.思維模式(中西差異)，例如表逹時間的概念。 

B.語序問題，學生容易按西班牙語的語序來造句。中國文化理解不了。沒有

學習興趣。注意力不集中。 

C.愈學愈難，自信心受挫。HSK 系列教材內容情境，西班牙孩子理解不了。 

D.西班牙家長對學習華語的觀念及認識不深，導致有錯誤的要求和期待。 

E.學生好動坐不住。自律性欠佳。學生對中文負面觀念，以為學習中文不實

用、中文太難、中文無聊..等。不知道學習目的，不能學以致用，容易放棄,

一點失敗就止步不前。課後不復習。 

4.請試述對西班牙的華語教學，期待有怎樣的教學教材、教學資源或師  

資培訓內容。 

 

根據 2016 年參與西班牙馬德里 COMILLAS 大學國際華語師資培訓的

華語師資生問卷回饋內容，歸納有以下幾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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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材方面 

A.能更貼近西班牙兒童及青少年生活，更生動活潑具故事性及功能性，不斷

更新的教材。增加中西文化對比，幫助理解中文教學內容。 

B.希望有針對幼兒的主題式華語教學教材及練習教材。 

C.語法結構可以與西語進行對比，貼近生活有實用性。兒童教材可以稍微成

人化一些，西班牙孩子其實比較成熟。 

D.希望有更多的教材選擇，遵循 HSK、YCT 考試同時融入中國文化。教材

不要全部翻譯英文教材，可結合西班牙的實際情況。 

E.能有配套練習的教材、延伸閱讀材料或多媒體資源，提供學生課後自行學

習。 

(2)教學資源方面 

A.能有適合西班牙兒童及青少年的(中-西)閱讀書籍(故事、短文）讀物。 

B.針對西班牙語的中文教學資源網站或共享交流的專業平台，例如動畫或電

影影片、遊戲、針對不同年齡的中文歌曲、文化教學視頻、教學的課件、多

媒體教學軟件、App 分享，提供老師更豐富的幫助及教學與準備課程內容的

參考。  

(3)師資培訓方面 

A.課程及師資 

師資培訓更為系統而有效，實踐性內容更多些。師資有豐厚的學術背景

或豐富的現場實務教學經驗。真正熱愛教學有正向態度、教師素養及師德的

教師。定期或不定期的師資培訓課程，最好是有針對性不同的模塊培訓。西

班牙語課程的培訓加強。付費的網路師資培訓課程也可以接受，讓無法遠到

西班牙實體上課的教師有機會也能參與培訓。多數是針對班級授課的教學方

法，希望也有針對個人化一對一的教學實用培訓課程。能夠安排模擬課程，

在有指導老師的參與下實習試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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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教學理論 

心理學及教學理論的系統化教授和鞏固。應用教學理論引導老師如何用

母語創造課堂語言環境。中西發音正音技巧及中西語法的異同比較。 將教

育心理學理論具體舉例如何應用在西班牙的課堂管理上。強化語法等專業理

論知識，國際先進教學理論及教學方法。 

C.教學實務 

能夠有多些機會觀摩優秀老師的實際課堂教學。有助教學最新趨勢的實

用數位軟體、APP、電子教材的培訓。培訓內容多實踐化而不是只有在講解

理論。能夠多一點實習教學機會。教師的培訓及工作發展能有展望，讓華語

老師及學生能穏定成長。對西班牙的華語教學，COMILLAS 大學和 MACMA

的合作方式就很好。 

 

 

圖一-4  2016年紙本開放式的四十七份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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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7 年 COMILLAS 大學西班牙國際兒童華語教師師資培訓問卷調查 

根據 2016 年參與 COMILLAS 大學，國際兒童華語師資培訓的華語師

資生們，所做的紙本問卷內容回饋，依據回饋反應人數比例較高的前幾項，

歸納出幾個選項內容，並運用 Google 線上表單的問卷方式，向 2017 年參與

COMILLAS 大學，國際兒童華語師資培訓課程的 40位華語師資生做調查。

問卷內容所得到的回饋資料整理分析如下： 

1.西班牙 2017 年國際華語師資培訓的華語師資生背景 

（1）男性一名，女性三十九名。 

（2）2017年 COMILLAS 大學國際兒童華語師資培訓的華語師資生，年齡

層以 21~30歲有三十二位居多，31-40歲有七位， 41-50 歲一位。圖一-5

顯示，2017年招收的華語師資生年齡以 21~30歲為主要對象。 

 

 

圖一-5 華語師資生的年齡層比例 

(3)從圖一-6 (華語)教學服務年資以 1年及以下有二十位居多，1-2年有

十一 位，3-5年有七位， 6-8 年有一位，8年以上有一位。由表六可以看

出，前來參與培訓的華語師資生，多為 5 年以下教師經驗的新手華語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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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6  華語師資生的教學資歴 

(4) 從圖一-7看出，教學對象以小學生居多，其次是初中生。換句話說 

2017年的實習教學對象仍以兒童占多數，其次為青少年再者為幼兒。 

 

圖一-7 華語師資生的教學實習對象人數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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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圖一-8顯示出，2017年的實習教學的課程類型在比例上為，以家教

課居多占 32%，其次是課外課占 28%。其他必修課為 22%及住家課為 18%。 

 

圖一-8  華語師資生的教學實習課程類型比例 

A.必修課（curricular）指的是學校把中文課安排並列為課程項目中， 

通常以一班 15~25 人進行課程教學。 

B.課外課（extracurriculares）指的是在學校課程之外，學生在學校內參 

與課外學習的課程，通常此課程安排的時間在午休時間 12:00~15:00 或 

16：50 學校放學之後，一班學生人數約 3~10 人。 

C.家教課(clase de particular）通常指的是華語教師到西班牙學生家中授 

課，以 1~2 人的個人化方式進行教學。 

D.住家課(aupair）指的是參與 COMILLAS 大學國際華語師資培訓的師資

生中，有些教師與西班牙的家庭同住，西班牙接待家庭提供住宿，參與培

訓的華語師資生則對其家庭的成員提供中文的教學服務，通常為 1~5人左

右不等的人數，一週 10個小時的教學時數，是一種互惠生的方案。 

(6) 2017 年 COMILLAS 大學所招收的華語師資生，是否為華語文教學相關

學系畢業所得的資料分析為，是華語相關學系畢業的華語師資生有十九名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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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總華語師資生為 40位，占總比例有 47%之高，近乎半數；其次是外語

系(英語或西班牙語)共有十名，外語系的英語 15%和西班牙語 10%，合計也

占有 25%的比例。 

 

圖一-9  華語師資生的大學教育專業背景 

2.2017年在西班牙的華語教學困難點的前三項分別為， 

（1）學生心理及課堂管理(32人)。 

（2）師生溝通或親師溝通(西班牙語程度)(23人)。 

（3）漢字教學(21人)。 

其他的選項，有一名華語師資生提到西班牙的輔導教師限制。由於參與

西班牙學校的華語課程教學實習的華語師資生，在華語教學的實習階段，會

搭配一位具有西班牙教師資格的西班牙教師陪同，實習期間一同在學校的華

語課堂教學授課。對於 2017 年的華語師資生在西班牙的華語教學困難點，

依據 2016年的 47 位華語師資生的開放式問卷調查，整理篩選出反應最多的

前五項問題選項。由 2017年 40位華語師資生以 Google 線上問卷方式選出

前三項困難點，分別為 42%占三項中，比例較高的學生心理及課堂管理，其

次為 30%的溝通問題及 28%的漢字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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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10  華語師資生對於西班牙的華語教學困難點 

3.2017年的華語師資生，就現場教學經驗觀察西班牙學生，在學習華語 

時，常出現的問題有哪些? 所得到的回饋內容前四項各為： 

（1）學生坐不住，自律性欠佳(25 人)。 

（2）對拼音注意力大於漢字(漢字與發音的聯結難記住)(24 人）。 

（3）能開口說詞但難開口成句(20 人)。 

（4）漢字的認字及書寫不容易(17人）、容易放棄，課後不復習(17人)並列

第四。 

4.2017年華語師資生對西班牙的華語教學及華語師資培訓的期望及需求所

回饋的資料統計整理如下  

（1）教材方面 

以適合西語孩子的教材，增加中西文化對比，幫助理解教材內容(20人)

的期望居多，其次是能更貼近西班牙兒童及青少年生活，華語教學能更生動

活潑(17 人)和有更多教材的選擇，用西語解釋語法點讓學生更容易理解，

教學內容結合西班牙的實際情況(17 人)並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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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華語教學資源及教學資源分享平台 

多媒體教學軟件、針對不同年齡的漢語歌曲、文化、電影等視頻(25人）

居多數的需求。 

（3）師資培訓 

2017年華語師資生的前三多數對於華語師資培訓的需求項目為， 

A.西班牙語培訓(11 人)。 

B.教師的培訓搭配工作發展的階段性，例如新手和資深教師需求發展不同

(7人)。 

C.有機會觀摩優秀教師的實際課堂教學(5 人)。 

其中西班牙語的培訓在三項中的比例占 48%之多，也反映出來自各地的

華語師資生，為什麼到西班牙參加華語師資培訓的主要因素之一。 

 

 

圖一-11 華語師資生對於師資培訓內容需求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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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整合 2016-2017 年度的問卷調查所列出的內容與解釋說明 

2016-2017年在西班牙華語教學困難點，以及就現場教學經驗觀察，西

班牙學生在學習華語時常出現的問題，並藉由相關學者的理論說明，提出可

能的處理方式及思考方向。 

（1）學生心理及課堂管理 

學生坐不住，自律性欠佳；容易放棄，課後不復習。 

完整的教育意味著認知能力的發展，也意味著社會和情感能力的發展，

通過對課堂的適當管理，我們將能夠將這些元素結合起來。第二語言習得的

成功與否，與情感變量因素有很重要的關係（Krashen，1981）7： 

A.動機：在第二語言習得中，高動機的學習者通常會表現得更好。 

B.自信心：有自信和良好自我形象的學習者，往往表現更好的第二語言習

得。 

C.焦慮：低焦慮有助於在環境中或課堂裡的第二語言習得。 

基於這些心理因素，華語教師應多些包容性並營造課堂友善的氛圍，讓

西班牙學習華語的學生，特別是教學對象為占大多數的兒童，能在情感 上

產生高動機、高自信心及低焦慮。以期能降低學生心理抗拒或不良情緒所造

成的坐不住及容易放棄的問題。 

（2）語言習得理解及溝通應用 

師生溝通或親師溝通(西班牙語程度）；能開口說詞但難開口成句。 

Hatch（1979）
8
總結了幾點關於簡化語言輸入，並促進初學者的理解有

幾方面特點： 

A.速度較慢，清晰明確，有助於習得者更容易地識別單詞界限，並且允許更

多的處理時間。 

                                                      
7 Stephen D. Krashen（1982）.Principles and Practice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pp.30)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8 Hatch, M.D.(1979). Autra. J. Plant Physil.6,607~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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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多使用高頻詞彙，少用俚語，少用習俗語。 

C.句法簡化，較短的句子。 

另一方面 Carroll(1966)9從「認知密碼學派」( cognitive-code)的角度來

看，一旦學生對語言結構有適當的認知控制，將在有意義的情況下自動發展

使用該語言。 

(3) 漢字教學 

對拼音注意力大於漢字(漢字與發音的聯結難記住）； 

漢字的認字及書寫不容易。 

西方的拼音文字和華語的意符文字，兩種語言間有不少的差異。學者舒

曼（Schumann，1978b）10提到，假設文化適應是語言習得的第二大變因。

舒曼認為第二語言習得是一種文化適應，以及學習者對目標語言的認同程度。

故在漢字教學，首應讓西班牙學習者理解西班牙文和中文的異同： 

A.西方為表音，特別是西班牙文的特點之一是怎麼說，就怎麼寫。東方特性

是不言而喻，從字形可連結字意。 

B.華語和西班牙語最顯著的差異之一是寫作。其次是聲調有五聲音調。例如

中國人的第二聲調等同於用西班牙語發問題的方式，聲音以上升的方式結束。

在語法上，中文的名詞，形容詞或動詞的字沒有如西班牙文的陰陽性之別或

單複數的變化。最後是語音，西班牙文在中文中沒有的聲音如下
11
：聾牙齒

擦音/θ/;清音/ʧ/;濁音/ b /，/ d /和/ g /;振動器/ r /和/ɾ/;最後是鼻

腭/ɲ/。 

                                                      
9 Carroll, J. B. (1966). The contribution of psychological theory and educational research to the 

teaching of foreign languages. In A. Valdman (Ed.), Trends in language teaching. pp. 93–106 

 New York: McGraw-Hill. 
10 Schumann,J.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Factor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A〕.Understand 

-ing Second and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Issues and Approaches〔C〕.Ed.Richards,J.MA:New  

-bury House.1978b. 
11Vázquez Charro, Vanesa(2015).Enseñanza del español al alumnado chino recién llegado desde una 

educación intercultural.(pp.23-24). Universitat Jaume I. Departament d'Educació. 
  

 

http://repositori.uji.es/xmlui/browse?type=author&value=V%C3%A1zquez%20Charro,%20Vanesa
http://repositori.uji.es/xmlui/browse?type=author&value=Universitat%20Jaume%20I.%20Departament%20d%27Educaci%C3%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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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學習語言先聽說再讀寫，先提升西班牙的學習者的認同感及理解，進而學

習正確的發音以利建立信心及有意義的溝通技能。因閱讀能力在學習語言也

是重要的，因有助於自主性的學習。所以在一定的認知程度能力之下，華語

教師仍是要因材施教的安排習字內容，使西班牙的學習者藉由一定程度的閱

讀能力，而逐步提升習得華語及增強跨文化溝通理解能力。 

由 2016 年及 2017年兩屆華語師資生，在 COMILLAS 大學國際兒童華

師資培訓課程的問卷回饋，也導引出了在西班牙的華語教學及師資培訓的相

關需求，將在第二章的文獻探討中，以相關的文獻資料加以分析說明與探討

本研究的相關問題。 

 

 

第四節 研究問題與限制 

     在第二節的研究動機內容中提到「我思故我研」，由於思考了幾點問題，

故開啟了研究的動機。主要是針對在西班牙馬德里的華語文產業公司、大學

華語師資培訓課程及華語師資生三大方向，以探索性(what)、描述性(who、

where)及解釋性(how 、why)的個案研究問題，以下針對這幾點個案研究問

題與限制提出以下的說明： 

 

一、研究問題 

(一)為什麼華語師資培育課程，近年開始在西班牙馬德里開始發展，以 

及 MACMA 公司如何與 COMILLAS 大學合作開展國際華語師資培訓的課

程? 

(二)參與馬德里 COMILLAS 大學國際華語師資培訓課程的華語師資生 

有怎麼樣的教育背景，在西班牙馬德里的華語教學現場，有什麼樣的華語教

學課題及培訓需求? 

(三)就西班牙的國際華語教師，應具備怎樣的華語教師素養，以提升西 

班牙學習華語者的習得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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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限制 

    針對以上的個案研究問題，各有其研究的限制說明如下： 

(一)僅是探索性、描述性及解釋性個案研究，無法廣泛推論 

目前華語師資培育課程的方式有許多不同的形式，無論是私人財團法人

機構所辦的培訓班、僑委會所委辦的華語師資培訓活動課程、世界各地的華

語師資培訓工作坊或研習，甚至是無國界限制的遠距數位華語師資培訓，都

是目前華語教師進修及師資培訓可以選擇的途徑管道。 

這裡所指的西班牙馬德里 COMILLAS 大學的國際兒童華語師資培訓課

程的研究限制，在於僅是研究者針對此個案的華語師資培訓課程，兩屆的參

與者訪談、問卷及觀察所探索、描述與解釋 COMILLAS 大學如何發展國際

華語師資課程的現象，但不能去推論是否華語師資培育的課程，有從華語區

的大學教育機構，轉向其他非華語區的大學教育機構的培訓趨勢。 

另外由於本研究僅針對 2016 年 47 位及 2017 年 40 位參，共針對 87 位

參與COMILLAS大學國際兒童華語師資培訓課程的華語師資生做問卷調查，

調查訪問所得的資料內容，僅限於本個案研究分析推論的結果。 

(二) 西班牙華語教學現場問題，未能收集到培訓後的教學改善資料回饋 

針對在西班牙馬德里的華語教學現場，有什麼樣的狀況課題，其研究限

制仍因為問卷於培訓中期即收集調查，未能比較於培訓完成及具備較多的華

語教學經驗時，該教學現場的狀況課題是否迎刃而解。 

(三)西班牙華語教師應具備的教師素養，僅以小範圍旳個案研究方式探討 

西班牙的國際華語教師應具備怎麼的華語教師素養，以提升西班牙學習

華語的成效，這點存在的研究限制是，「知行合一」的時間觀察及應用的。

一位華語教師素養的形塑，非三言兩語的報告及短期旳課程觀察即能如實呈

現，所謂坐而言不如起而行，在本研究的觀察探討仍僅是短期表現，是否能

真正內化並形成在西班牙華語教師的教學素養，仍需要日後較長期的研究觀

察，培訓前的教師素質及培訓後在西班牙華語教學現場，華語教師的專業素

養的表現狀況追踪與省思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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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個案研究為西班牙馬德里COMILLAS大學和MACMA華語教學公司 

，在西班牙馬德里產學合作的國際華語師資培訓課程，以此作為研究探討的

主要方向。本章以華語文產業以及相關國際華語教師的教師素養、專業知能

和教學能力等，作為華語師資培訓方面的相關文獻參考內容，首先在第一節

探討華語文教育產業的發展，然後接著第二節為歐盟的語言教育政策對西班

牙的影響，藉由歐洲芬蘭的成功師資教育，成為另類出口產業的成功例子，

以了解 COMILLAS 大學的華語師資培訓課程架構，為什麼以及參照了哪些

模式理念，並且再因地制宜的安排西班牙的華語師資培育課程。另外芬蘭教

育學者 David Marsh 所提出的內容和語言整合學習（content and language 

integrated learning，以下簡稱:CLIL)，因受到歐盟許多國家的重視，並影響

歐洲各國的外語教育的教學方法，其中也包括了西班牙，故也將在本章第二

節中作介紹，最後在本章的第三節則是探討國際華語教師的培訓趨向。 

 

 第一節 華語文教育產業的發展 

華語文教育有別於傳統的中文教育，主要在教學服務對象為母語非華語

的外國人，為因應全球華語學習市場遽增的需求，華語文教育產業的性質逐

漸形成。早期華語文教育以海外華人傳承教育為主，基於文化背景優勢，使

得華人穏居華語文教育市場之主流客群。 

近年基於華語文學習之效益，各國開始有學校將華語文納入教育體系中，

使華語文學習者擴及全球，由此也顯現了華語文教育產業發展的可能性，以

及華語師資培育的重要性。檢視目前華語文教學人力之培育未能與海外需求

緊密相扣，這也是本研究中的 MACMA 華語教學公司，為提升在馬德里的

華語教學品質，使得該公司的華語文教學產業發展更好，所以與馬德里

COMILLAS 大學產學合作，開設了國際華語師資培育課程，以召集有志在

西班牙馬德里從事華語教學的人才，前來先參與培訓以及實地在西班牙參與

華語教學實習，進而該公司以此為基準拔才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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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華語師資培育文獻相關資料，是針對本個案研究的研究對象，

MACMA華語教學產業公司、COMILLAS華語師資培育大學和華語師資生，

觀察此三者間在實務運作上，是否能有效應用並呼應相關文獻理論內容。 

參照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所出版的「邁向華語文教育產業輸出大國

八年計畫（102-109）」資料內容，來審視國際華語師資培育未來成為一種產

業的成功可能性，以下就華語文教育產業發展和華語師資培訓，與本研究相

關的方向內容做探討： 

 

 一、華語文產業 

過去有關華語文教育探討多聚集在教學專業方面，少把華語文教育做為 

一種產業。以華語文產業而言，涵蓋師資培訓、教學教材教具、華語測驗及

數位課程軟體等，若能以創新思維之整合方式，培育優質華語教師，更可帶

動華語文產業發展。而本個案研究中的研究對象之一，MACMA 華語教學

公司，就是以華語課程、華語師資、華語教學教材及開發華語數位軟體，作

為該公司在西班牙馬德里的華語教育產業發展及營利項目。 

另一方面，臺灣在推廣與發展全球華語文教育產業，於 106 年-109年

的行動方案及經費分配表12中(表二-1)，顯示占支出經費的第一位，該行動

方案經費分配多用於建立華語文師資及相關人才培育機制、改進華語教學能

力認證考試，這些皆表示華語師資及相關人才培育在華語教育產業發展的重

要性。其中也提到邁向全球華語文教育產業輸出大國之願景，有以下五大目

標
13
： 

(一）強化組織網路，建構華語文永續發展基礎。 

(二）促進專業化及差異化，提升華語文教育品質。 

(三）推動海外華語文國際交流，提升華語文學習人口。 

(四）發展高等教育產業，建構完備的華語文學習網路。 

                                                      
12 教育部（2016）。邁向華語文教育產業輸出大國八年計畫（102-109）(p.37,53)。台北市：

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 
13 教育部（2016）。邁向華語文教育產業輸出大國八年計畫（102-109）(p.13-14)。台北市: 教

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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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建立官學產研合作機制，建構完備之華語文合作網路。 

在本個案研究中，多少皆涉及了這五點的目標內容，但因為西班牙未列 

在臺灣華語文教育推廣輸出的海外目標市場國家，所以目前在西班牙的華語

文教育產業發展，目前處於民間產學合作階段，尚未到官方層面。 

 

表二-1 臺灣邁向華語文教育產業輸出大國八年計畫-（106-109）每年行動方

案及經費分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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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華語師資培育 

針對本個案研究的國際華語師資培育的特點，與相關研究對象，如華 

語師資生、華語教學產業公司 MACMA 和華語師資培育大學 COMILLAS

的關係，藉由相關文獻內容的說明呼應如下： 

(一)楊思偉(2015)14指出，地球村時代的來臨，推動師資培育國際化 

  1.建構國際化學習環境與人才培育機制，例如與國外大學建立「交換師生」

或「雙聯學制」制度。 

  2.活絡師生國際交流與文化體驗學習。 

3.扎根培育師資生國際觀涵養與探索差異教學的能力。 

4.推動現職教師赴國外學習。 

    以上的華語師資培育國際化觀點，也符應了本研究 COMILLAS 大 

學的國際華語師資培訓課程，在之後的課程安排準備發展的方向。 

(二)優質教育的實習環境內涵 

  1.實習機構的實習輔導教師。 

  2.實習機構規劃的實習內容。 

  3.師資培育大學的實習指導教師。 

在本研究裡，研究者相對應是擔任實習輔導教師，另外實習機構如果是

學校教育單位，則會為華語師資生搭配一位具備西班牙教師資格的西班牙老

師，一起參與實習教學與輔導的工作。至於安排實習機構的 MACMA 華語

教學仲介公司，則負責規劃實習內容。而 COMILLAS 大學負責實習指導教

師這部分的職責安排。 

(三)教育實習階段，為聯結「學理」與「實證」的重要轉機，強化「教 

育實習三聯關係」 

1.實習指導教師與實習學生的「指導關係」。 

  2.師資培育大學與實習機構的「夥伴關係」。 

3.實習輔導教師與實習學生的「輔導關係」。 

  本研究中的研究對象，其相對應的「教育實習三聯關係」為,研究者與具

備西班牙教師資格的西班牙教師和實習的華語師資生為「輔導關係」；

                                                      
14 楊思偉(2015)。師資培育白皮書解說：理念與策略(p.121-123)。台北市：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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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MA 公司和 COMILLAS 大學為產學合作的「夥伴關係」；華語師資生

與負責 COMILLAS 大學華語師資培育課程的 Sole主任為「指導關係」。 

(四)華語文教學人才的知識結構(崔永華，2005)15 

 1.好的語言理論基礎、漢語言知識和技能。 

 2.第二語言教學法和語言習得規律。 

 3.外語能力 

其作用是(1)獲得習得外語的經驗(2)通過漢外對比啟發教學(3)具有在國 

外任教的生活和工作能力。 

 4.中外文化知識 

 5.第二語言教學的研究方法 

   在本個案研究 COMILLAS大學，所安排的華語師資培訓課程內容，也包含

了以上各點的項目內容，但因培訓的時間、培訓課程內容的實際安排執行，

以及華語師資生個人的學習進修態度表現，皆影響該培訓課程的成效。 

(五)崔永華(2005)提出，華語文教學人才培養有三條途徑 

1.專門為培養本學科人才設立的專業 

目標是培養特定知識結構的各類人才。 

2.教師培訓 

保證教學質量和學科持續發展。 

3.新教師崗前培訓 

鑑於目前教師大多來自其他專業的畢業生，應當堅持對新教師進行職前培

訓，和一定時間的指導。 

 

 

第二節 歐盟的語言教育政策對西班牙的影響 

自二十世紀 90 年代以來，聯合國國際教科文組織(UNESCO）、經合會

(OCDE）等國際組織，推動許多促進全球化的國際語言教學行動。在歐洲

的部分，歐盟理事會在教育系統中，關於語言的教學與學習領域的提倡有以

下第二節的說明。根據西班牙的教育、文化和體育部（Ministerio de Educación, 

                                                      
15 崔永華(2005)。對外漢語教學的教學研究(p11-13)。北京市: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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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a y Deporte）所出版的西班牙教育系統中的外語教學（La enseñanza de 

las lenguas extranjeras en el sistema educativo español）
16
內容，了解西班牙的

兒童外語教育師資概況。 

 

一、歐洲及西班牙的外語教學系統架構 

歐洲外語教學的整體架構，旨在建立歐盟國間的共同語言參考架構，以

提高歐洲公民的語言能力，有以下幾項方案： 

(一)2001 年歐洲共同語言參考架構(CEFR）。 

(二)教育和培訓領域的合作策略架構(ET2020），建立了公民外語能力的參照 

點。 

(三)2014-2020 新的歐盟教育、培訓、青年計劃方案及體育運動，伊拉斯 

謨計劃（Erasmus Programme， European Community Action Scheme for the 

Mobility of University Students），是歐洲各共同體在 1987 年成立的一個學生

交換項目，2014 年 1 月在它的基礎上創建了應用於歐盟現在所有教育、訓

練及青年體育領域的交換計劃(Erasmus+），該計劃的目標之一為促進多元化

的語言學習。 

身為歐盟國之一員的西班牙，其教育系統的外語教育除遵循歐洲外語教

學的整體架構外，西班牙的的外語教育隨著 1990 年，教育系統總體規則組

織法(LOGSE）的頒布施實，確立了西班牙教育系統中的外語培訓目標有以下

三點： 

(一)提高教育品質的原則之一，就是學習使用多種語言。 

(二)特例的語言教育制度管理，其中包括官方語言學校(Escuela Oficial de  

Idioma，簡稱 EOI）的教育課程，該語言機構制度主要目的在普通教育系統

之外，有其他管道培訓學習使用不同的語言。 

(三)教育、文化體育部(MECD）與地方自治教育管理部門，共同發展 2010 

年至 2020 年的綜合外語學習計劃及 2012 年的改善外語學習計劃。 

                                                      
16 Ministerio de Educación Cultura y Deportel（2014）(pp.21-23,53,122)。La enseñanza de las 

lenguas extranjeras en el sistema educativo españo。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C%A7%E6%B4%B2%E5%90%84%E5%85%B1%E5%90%8C%E4%BD%93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AD%B8%E7%94%9F%E4%BA%A4%E6%8F%9B%E9%A0%85%E7%9B%AE&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AD%B8%E7%94%9F%E4%BA%A4%E6%8F%9B%E9%A0%85%E7%9B%AE&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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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的外語教育管理，在不同的自治區依教育行政管理方式會有些不

同，但大體的形式如果是主題教學模式或超學科的外語教學內容，通常不受

監管，但主題教學內容是納入課程規定或一般性的教學計劃與措施的規範中 

。在跨學科及分學科階段的外語教學，以歐洲共同語言參考架構(CEFR），

作為各個語言學習階段所要達到的階段性程度目標。 

 

二、西班牙外語師資培育與資格 

    外語教育的教學品質關鍵在師資，對於剛聘任的外語師資，依據其培育

的教育水準，例如，教師的學位及相應的教學專業是幼兒園、小學教育或語

言水平程度認證等。另外在執教後的終身學習進修或培訓，也是外語教育師

資品質提升及改善的重要因素，以下針對西班牙的外語教育師資概況，列點

說明如下： 

(一)一般而言，擔任外語教師的外語程度要求，至少要達到 CEFR 的 B2 準。 

(二)西班牙的外語教育部門會提供相關的進修培訓課程及研討會。 

(三)為了授予必要的語言教學權力，教育行政部門可以有相關要求條件，例 

如資格專業化，有官方證書或特定的專業培訓認證等。 

(四)西班牙兒童的外語教育，其中有一種語言輔助教學的方式，負責該項任 

務的人員多為該語言的母語者，但因為不具備西班牙的教師資格，故稱為語 

言助理、會話助理或語言顧問。 

(五)西班牙是歐盟的會員國之一，故外語教學也受到歐盟外語教育系統的影 

響。 

在語言教育和培訓課程的具體方法內容，教育部門在其權限範圍內，可 

確定相關要求。例如，語言教師需獲得必要的外語能力資格，來教授綜合教 

育的一般學習科目內容，即歐洲所推動的第二語言教學方法，內容和語言的 

整合學習（content and language integrated learning，簡稱 CLIL）。在兒童的 

外語教育師資上，首先需具備合格西班牙教師資格的師資條件，再依據語言 

認證水平至少有 CEFR 的 B2 水準為另一項條件，該兩項條件是成為西班牙 

兒童外語教師的基本資格要求，但不同自治區也有其他不同的要求標準。 

目前西班牙的兒童外語師資培育方式主要有兩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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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職前的兒童外語師資教育。 

(2)在職的進修培訓課程研習、工作坊團體的交流及有助兒童外語教學成長

的學習型組織。 

 

三、西班牙外語教學方法 CLIL 

    歐洲委員會認為內容和語言的整合學習（content and language integrated 

learning，簡稱 CLIL）及教學方法很重要，因此歐盟委員會決定促進對教師

的培訓，以提高一般語言能力，以便能促進外語非語言科目的教學。在西班

牙的外語教育，由圖二-1的分佈圖17可看出西班牙各省份，多數的區域是採

用CLIL的學習及教學方法，只有少數五個省份未實行該項學習及教學方法。

 

圖二-1 西班牙各省份區域採用 CLIL的學習及教學方法分佈圖 

另外由圖二-2，顯示在西班牙施行 CLIL 教學法的成效與比例18為 44%

實行良好，53%創新及 3%執行兩種不同的教學法。 

                                                      
17 Ministerio de Educación Cultura y Deportel（2014）(p.92)。La enseñanza de las lenguas 

extranjeras en el sistema educativo españo。 

 
18 Ministerio de Educación Cultura y Deportel（2014）(p.167)。La enseñanza de las lenguas 

extranjeras en el sistema educativo españ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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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2 西班牙施行 CLIL教學法的成效與比例 

 

以下針對內容和語言整合學習(CLIL)的教學法源起及相關資料內容作

簡要的介紹： 

(一) CLIL 的源起與目標 

由 David Marsh 於 1994 年發表，David Marsh 自 1980 年開始致力於多語言

和雙語教育，起於芬蘭並在非洲、歐洲和亞洲不同國家有豐富的教師發展、

能力建立、研究和諮詢經驗。為 1994 年開展 CLIL 教育方法工作團隊之一

員，並領導一項研究關於多語言對創造力影響的國際研究小組。2008~2010

年，擔任 CCN (歐洲)策略總監，負責歐盟和東亞地區的各種教育發展的研

究活動。Coyle ,D. (2010)提到 CLIL 的目標之一
19
是改進教育體系，讓學生逹

到 CLIL 科目的適當學術水平，提高學生對母語和目標語言的熟練程度。但

也同樣重視每一種語言，以期發展跨文化理解及社交思維技能。 

 

                                                      

19 Coyle ,D. (2010). Foreword. In D. Lasagabaster & Y. Ruiz de Zarobe (Eds.), CLIL in Spain: 

Implementation, Results and Teacher Training (pp. 7-8). Newcastle: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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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Lorenzo, F., Moore, P. y Casal, S. (2011)提倡內容和語言整合學習 

(CLIL)教學法的理由
20
： 

1.改善第一語言和第二語言的發展。 

  2.為全球化的世界做好準備。 

  3.提高學生學習外語的動力，促進學習更廣泛和多元化。 

  4.增強學生對目標語言的信心及能力。 

  5.有助培養跨文化的理解與能力。 

(三)David Marsh 在 International House(I.H)教育與發展期刊的訪談提到： 

  1.CLIL 使用多模式技術將學習者連接自身世界的方式，讓語言成為自然 

而然的「習得」而非刻意的「學習」。因為此方式改變了學習者的情感， 

所以在學習語言的態度上更為積極。 

  2.CLIL 能涵蓋廣泛的學習型態與偏好，以及處理課堂中混合不同程度能 

力的狀況。 

  3.對大部分的學習者而言，語言教學如用「強迫性」方式進行，只會導致 

挫敗。如果能應用 CLIL 學習及教學方法適當良好時，將能看到跨語言 

(trans-languaging）的使用，即是使用多種語言的系統。21 

(四)全球高等教育目前對 CLIL 關注的主要三個原因： 

  1.將英語(外語）作為學位課程的教學語言，常被快速採納，這給高等教 

育的員工有一定程度的壓力。 

  2.面對傳統工作方式變化，需要透過英語(外語）進行交流。例如，加入 

國際研究小組並使用新技術作為交流。 

  3.CLIL 教師師資培育的需求。 

Heras and Lasagabaster(2015）
22
提到關於西班牙 CLIL 課程具體如何

                                                      
20 Lorenzo, F., Moore, P. y Casal, S. (2011) On Complexity in Bilingual Research: The Causes, 

Effects, and Breadth of Content and Language Integrated Learning: a Reply to Bruton (2011). 

Applied Linguistics , 32, (4), 450-455. 
21 CLIL: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David Marsh（2009，April. I.H Journal of Education and 

Development. (10/05/2017) Retrieved from 

http://ihjournal.com/content-and-language-integrated-learning 
22 Heras,A.&Lasagabaster,D.（2015）.The impact of CLIL on affective factor and vocabulary 

learning.Language Teaching Reach,19（1）,7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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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的例子。西班牙有十七個行政區，有六個是雙語區。Navarre 是巴斯克

和西班牙語的雙語區。在鄕下的國民中學就有機會參加不同計畫的 CLIL 課

程。 

以英文學習體育的 CLIL 課程進行的方式為例，四年的體育課中並不是

全部都以英語進行，而是每年調高比例：第一年 15%用英語，第二年 30%，

第三年 50%及第四年 66%。英語教師和一位負責體育課程的 CLIL 教師每週

至少見面一次以協調課程。課程內容在前兩次上課是由英語教師進行，如此

在正式的體育課之前已習得相關詞語。以 Navarre 的攀岩課程為例，十二小

時的課程，有十小時教學(包含一個小時由英語教師所進行的教學），兩個小

時評量。23CLIL 由於需要同時進行「內容」和「語言」兩部分的學習，在

現有體制內進行的 CLIL 課程，許多學校多透過學科老師和語言老師之協同

教學來進行課程。 

 

 

第三節 華語師資的培育趨向 

全球化的發展下，世界公民的品質在教育，而教育的品質在師資。師資

培育在教育的環節中居於重要地位，且是教育品質發展的重要核心。師資培

育政策對全球社會環境變遷所產生的特殊需求教師，應加以回應並培育所需

求的教師，以國際華語教師為例，有華語非母語的外國學校華語師資、海外

臺灣學校師資、僑校師資、華語文師資以及大陸臺商學校師資。而研究者在

西班牙馬德里的華語教學身份現況為，在西班牙學校的華語文教師、僑校教

師、線上華語教學教師及 COMILLAS 大學華語師資培育教師。因此也深深

感受到，為了因應國際化的需求，推動華語文教育、傳播中華文化，以及具

備國際視野的華語教學方法及專業知能，可說是國際華語師資培育政策發展

的趨向。 

 

                                                      
23 Heras,A.&Lasagabaster,D.（2015）.The impact of CLIL on affective factor and vocabulary 

learning.Language Teaching Reach,19（1）,7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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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華語教師的專業知識及能力 

宋如瑜(2008）24從華語文教師的專業發展，提出以下幾項內容： 

(一）知識結構 

1.中文基礎知識(語言學、文學、文章學）。 

2.教育基礎知識(教育心理學、教育哲學、教學法、教育工學）。 

3.語文能力(聽、說、讀、寫）。 

4.通識教育。 

(二）能力結構  

課堂教學能力(駕馭教材、教學管理、運用教法、觀察對象、教學應變、

規劃作業及設計評量能力）。 

(三)八項華語教師的專業能力指標 

1.專業知識能力 

運用華語文、第二語言教學以及資訊傳媒基本知識的能力。 

2.統整應變能力 

統整語言知識、語言分析方法以及資訊技術用於華語教學的能力。 

3.創新與問題解決能力 

以語文、教學知識及資訊技術提升華語教學的能力。 

4.實務應用能力 

在海內外獨立完成華語教學相關事務的能力。 

5.負責與倫理能力 

尊重個別差異、瞭解多元文化價值、敬業樂群。 

6.生命關懷能力 

善用知能、關懷社會、服務人群。 

7.熱忱與抗壓能力 

在逆境中自我調適，持續追求卓越、終身學習。 

8.溝通與合作能力 

有效溝通及執行團隊合作的能力。 

 

                                                      
24 宋如瑜(2008)。華語文教師的專業發展-以個案為基礎的探索(pp.50-56)。台北市:秀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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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華語師資培育的變革 

(一)蔡喬育(2016)25對華語教育政策及教學實務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1.宜整合正規與非正規華語師資培訓課程。 

2.成立華語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3.建立海內外校際交換華語教師合作機制。 

4.鼓勵華語教師學習外語。 

5.依學生個別差異調整華語教學。 

(二)陳沛雯、王俊斌(2017)26在變革中的師資培育制度與學校現場專業期 

待一文中，提出三個重點：  

1.師資培育之大學課程設計，需更能回應教學現場需要。 

2.師資培育大學教師，具備實務經驗以更貼近學校現況。 

3.學校現場，應提供教師更完善支持系統以利專業發展。 

(三)華語師資培訓課程分級化、在地化、國別化及數位化的說明如下： 

1.師資培訓課程分級化 

  短期師資培訓課程應以教學技能分享為主，可以依教學對象針對性的分幼 

兒、兒童、青少年及成人，但理論學理則需由長期正式師資教育完成。 

2.師資培訓講師在地化 

  短期師資技能培訓由第一線優秀教師分享教學經驗最適合，因在地教師 

了解在地教室、教育及社會環境，對班級課堂經營管理有實際經驗。
27
 

3.教材編寫國別化(實用性） 

 《國際漢語教學通用課程大綱》旨在為教學計畫制訂、學習者能力評測和 

教材編寫等方面提供參考依據和參照標準，國際華語教師在選擇或編製教 

材時應依據四大原則：科學性、實用性、針對性與通用性。28 

 

 

                                                      
25 蔡喬育(2016)。華語教師自評教學效能之研究。教育研究與發展期刊，12(1)，132-135。 
26 陳沛雯、王俊斌（2017）。變革中的師資培育制度與學校現場專業期待。國家文官學院， 

231，13-14。 
27方麗娜（2013）。北美地區中文學校教學現況的調查與分析。高雄師大學報，35，53。 
28 蔡雅薰（2009）。華語文教材分級研制原理之建構(p.105-106)。台北縣新店市：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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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數位遠距的師資培訓課程29。 

  (1)設立遠距教學華語師資培訓課程的設計與改進。 

  (2)藉由與國外大學的實習培養，能夠利用同步視訊之華語教學方法及帶

動跨文化过論之華語教師。 

綜觀上述，一位國際華語教師應具備漢語本體知識、語言技能訓練方法

及課堂掌控技巧等各方面的能力。30以上所提及的各項內容，有部分內容也

正是研究者目前所實際參與的華語師資培訓發展的情況與方向，而數位遠距

的方式除了用在師資培訓上，也成為了另一種華語教學實習的方式。 

 

 

 

 

 

 

 

 

 

 

                                                      
29 陳雅芳、黃聖芬、楊忠宜、涂鈺亭、李永強（2009）。跨文化數位華語教學之師資培訓 

與實習研究。第六屆全球華文網路教育研討會。(03/07/2018)取自 

http://edu.ocac.gov.tw/discuss/academy/netedu06/html/paper_1.html 
30 王巍、孫淇（2011）。國際漢語教師課堂技巧教學手冊(pp.195-202)，北京市:高等教育出

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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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西班牙馬德里華語文產學的脈絡 

    本章節要介紹西班牙馬德里當地，由西班牙人所設立以華語文為產業的

公司，該公司名為 MACMA 華語教學公司，接著在第二節是西班牙馬德里

COMILLAS 大主教大學，針對該大學所安排的國際兒童華語師資培訓課程 

的內容分析，及 MACMA 公司與 COMILLAS 大學的產學合作模式介紹。最

後第三節內容主要在介紹西班牙馬德里其他的華語師資培訓現況與比較。 

MACMA 華語教學公司，從一開始只是為西班牙部分家長尋找華語教師

的仲介者，到進入將華語教學推廣到學校教育或公司機構，開設各類型的華

語學習課程，並為學校安排推薦華語教師，同時也與公司的華語教師們著手

合作編寫適合在西班牙的華語教學教材。隨著數位科技教學的方式進入西班

牙私立學校課程當中，該公司也與時俱進的配合華語教學的趨向，研發相關

APP 等數位媒體教材。 

華語教學的硬體內容無論再怎麼研發改變，其進展的教學成功性仍是有

限。因為教育及華語教學的品質關鍵在軟體的師資上，故 MACMA 公司也

將部分重心轉向如何保障在西班牙的華語教師的教學品質，除了一開始直接

招聘西班牙當地優良的華語教師，公司建立一套系統性的控管基本教學品質

的制度及華語教師的課程內容進度、評量及課室管理的規範，到更積極地走

向西班牙本土化的華語師資培訓，並且與 COMILLAS 大學的教育科學院合

作，聯合組織在西班牙馬德里開設國際兒童華語師資培訓課程。 

西班牙馬德里 COMILLAS 大學的國際兒童華語師資培訓課程，主要是

向中國及臺灣地區招募有志在西班牙從事華語教學的華語師資生，由

COMILLAS 大學負責安排第一關的面試及申請資料審核後，再進入第二關

通過審核的華語師資生前來西班牙馬德里，進行在 COMILLAS 大學的實體

課程學習，並同時課程配合 MACMA 公司安排的華語教學實習課程，在維

期一年的課程培訓，順利結業的華語師資生將取得由 COMILLAS 大學校方

所授予的校碩資格的碩士學位文憑。 

前來西班牙馬德里的華語師資生，將所學習的華語教學理論專業，有機

會應用在海外的華語教學實務經驗上，並取得碩士文憑；MACMA 公司以

 



44 
 

此方式選聘優質並適合西班牙的華語教師，以提升其公司的產業競爭力；

COMILLAS 大學藉此多一項管道招收學生，並繼續在學術教育領域發展。 

 

 

第一節 以華語文為產業的西班牙公司 MACMA 

與 MACMA 華語教學公司的負責人 Pepe 先生訪談後，整理出該公司的

成立過程、運作方式、理念以及之後與大學師資培訓的產學合作，將有何發

展的方向內容紀錄說明如下： 

MACMA 華語教學公司初創於 2007 年，一開始起因於 Pepe 先生有感

華語將是未來發展的趨勢機會，為了讓他的子女學習華語，因緣際會找到一

位中國人，擔任住家老師指導其四個孩子的華語學習。當時的西班牙尚無有

制度的華語教師推薦管道，即便是在首都馬德里，華語的學習管道多在大學

高等教育系統中，針對兒童華語學習的區塊仍有待發展。 

由於 Pepe 先生所處的社會環境是馬德里的高階層背景，在西班牙馬德

里的人脈與管道豐富多元。隨著全球學習華語的趨勢開始傳到馬德里，許多

西班牙高階家庭、私立學校或公司行號的朋友們，開始向其諮詢並請他推薦

華語教師。也因為詢問度及人數量越來越多，他的太太決定藉由此契機開始

這份華語文產業工作。 

MACMA 華語教學公司運作方式以網路、電話溝通聯繫，如公司需聚

集或開會，則是以租用場地方式進行，公司成員外派不同地方或在家工作。

公司目前有五十位員工，其中組成份子在負責華語教學的部份為二，一是具

有西班牙教師資格證的西班牙教師，而這些西班牙教師同時也在職進修學習

華語，主要工作是輔導華語師資生，日後在西班牙學校教學實習時的課堂管

理及實習輔導工作；二是任聘委派至各機關學校或個人教學的華語教師及住

家華語教師等。 

MACMA 華語教學公司的理念是，有最好的華語教師並發展有品質的

華語教學。公司的主旨在希望實現西班牙語和華語這兩種語言之間，能開啟

暢通無阻的溝通交流，讓西班牙語和華語的兩個世界更拉近彼此的距離，並

且能更好的理解彼此的文化，以期無論在學習、工作與生活上，皆能有更多

元發展及擴大彼此的生活領域，讓邁向地球村的世界公民之路更通逹。 

 



45 
 

MACMA 華語教學公司以華語文產業的內容營運發展，有以下三個面向 

說明，分別是華語教學課程、國別化具實用性的華語教材編製、以及西班牙

的華語師資培訓。 

一、華語課程類型 

MACMA 華語教學公司的官方網站顯示31，有超過 2500 名西班牙人，

藉由該公司華語文產業內容的服務管道接觸或學習華語，MACMA 華語教

學公司依不同需求及教學服務對象，將華語學習的課程型態分類，有以下幾

種課程類型: 

(一)學校課程 

主要教學對象在學校內，又分為必修課及課外課兩種學校課程。 

(二)家教課程 

針對個人化的華語教學內容課程。 

(三)住家課程 

華語教師住在接待家庭裡，並對該家庭學習華語的成員教授華語。 

(四)銜接課程 

接待輔導來自中國的學生，能適應銜接西班牙的中小學校教育。 

(五)輔考課程 

協助西班牙學習華語的學生參與並輔考由中國國家漢辦所主辦的 YCT（新

中小學生漢語考試）和 HSK（國際漢語能力標準化考試）考試。 

    

圖三-1  MACMA 華語教學公司網頁照 

                                                      
31 MACMA 華語教學公司網頁。(10/05/2018)，取自 http：//www.macma.es/ 

 

http://www.macma.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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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華語教材編製 

MACMA 華語教學公司負責人 Pepe 先生表示，儘管華語(普通話)是一 

種非常有別於西班牙語的語言，但 MACMA 由起初幾位華語教師，從家教

課、學校課、住家課的不斷成長擴充，網羅組織最好的教師團隊，也在公司

內部發展出，針對兒童學習華語的西班牙在地華語教材，名為 KIDS WAY TO 

CHINESE32。 

MACMA 華語教學公司從起初協助西班牙當地學校、家庭或個人仲介

華語教師，接著觀察意識到西班牙當地的華語教師，希望有方便使用的華語

教學資源需求，於是組織公司內部現有的資源，將華語文產業發展邁向華語

教材編製的領域，產出的相關配套有針對西班牙幼兒、兒童的華語教材。其

中有教學用書、準備考試的工具書、APP 課後自學遊戲軟體、歌曲、故事

及教學活動內容等資源，期許將華語推廣成為一種西班牙的學童，有興趣學

習並具吸引力的語言。 

MACMA 華語教學公司在數年的耕耘之下，已經出版相關因應西班牙

當地華語教學需求的教材及教學資源，並架設 KIDS WAY TO CHINESE 的

華語教材及教學資源網站，以提供無論是西班牙兒童或華語教師在華語教材

資源選擇上，多些參考及選擇的管道。 

 

圖三-2  KIDS WAY TO CHINESE 教學資源網頁照 

                                                      
32 MACMA 教材網站 KIDS WAY TO CHINESE。(10/05/2018)，取自 

http://www.kidswaytochinese.com/chinese-books-for-kids/ 

 

http://www.kidswaytochinese.com/chinese-books-for-ki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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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華語師資需求 

MACMA 為確保華語教學和華語教師的最高品質，建立了一個教學管理 

系統，負責組織管理所有課程規劃、班級經營、制定教學目標、評量報告和

監督輔導隸屬於 MACMA 華語教學公司的華語教師。但成功的華語教學除

了有良好的外在制度及硬體配套的支持外，更重要的是需要有優良的華語師

資去帶動華語文產業的好產出。 

近年在西班牙馬德里學習華語的人口增加，故華語教師的需求相對也提

高，與 MACMA 華語教學公司類似性質的公司，也如雨後春筍般的在西班

牙馬德里成立，而該公司有鑑於好的華語教學品質，有賴好的華語師資。為

了增強該公司的華語產業發展競爭力，故開始往臺灣及中國招募有志在西班

牙教華語的人才，同時 MACMA 公司也與西班牙馬德里自治大學及

COMILLAS 大學先後合作，開設在西班牙馬德里的華語師資培訓課程。 

藉由大學的職前華語教學專業知識的基礎教育，逐步讓遠道而來的華語

師資生適應並了解西班牙的教育環境及文化制度，再經由 MACMA 公司安

排的實習機會，形塑培育出適合西班牙及 MACMA 華語教學公司所需求的

華語師資。所有想要在 MACMA 公司擔任華語教師一職的人，都需要先在

COMILLAS 大學攻讀針對西班牙兒童的華語教學碩士學位，在一年的過程

中經過嚴格的培訓及適應了解西班牙的生活和文化環境，最後從完成學業及

實習優秀的華語師資畢業生中，選拔並錄取加入 MACMA 公司在西班牙的

華語教學團隊。 

採用這樣的方式，一方面可以避免在馬德里的各家華語教學公司，因華 

語師資缺乏而相互挖角，另一方面也開啟了一條國內到海外西班牙接受華語

師資培育及實務教學經驗的管道，不但疏解在西班牙的華語師資不足問題，

也能在此過程中提高機會，找到優秀並符合 MACMA 華語教學公司所需求

的華語教學師資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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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COMILLAS 大學兒童華語師資培訓課程 

西班牙馬德里許多的中小學校，在華語教學上存在著許多的困難點，其 

中首要的問題是缺乏有華語教學素質的專業華語教師。因此，COMILLAS

大學的教育科學學院從 2012-13 年開始，與 MACMA 華語教學公司合作。

從 2012-13 學年起，COMILLAS 大學教育科學學院開展對西班牙青少年及

兒童華語教學課程，由於這個專案受到了不少有志在西班牙從事華語教學的

群眾們關注與歡迎，從 2016-17學年開始，學院開設了針對西班牙兒童國際

華語教學碩士課程。此課程旨在通過提高母語的華語教師，在西方兒童華語

教學方面的專業華語教學知識，來幫助華語教師融入西方完全不同的教學情

境，並有專業能力注入華人文化於西班牙教學環境中。進而解決西班牙專業

華語教師緊缺的問題，並讓華語教育藉由華語教師的提升，能在西班牙有更

好的華語學習品質。 

 

 

圖三-3 西班牙馬德里 COMILLAS大學華語師資培訓課程網頁照 

http：//www.comillas.edu/es/postgrado/educacion/master-de-ensenanza-de-chino 

 

http://www.comillas.edu/es/postgrado/educacion/master-de-ensenanza-de-chi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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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 COMILLAS 大學針對西班牙兒童國際華語教學碩士課程主任，

Soledad
33
女士在訪談中表示，這個師資培訓課程理念部分參考芬蘭師資培

育架構，授課方式以華語進行，授課教師皆會說華語，有母語為華語的教師

（來自臺灣及中國）和西班牙華語教師，以及部分西班牙教師授課時會提供

翻譯陪同課堂，並即時翻譯及溝通互動。此碩士課程由 COMILLAS 大主教

大學與 MACMA 華語教學公司聯合組織，提供華語教學的專業知識理論課

程、西班牙當地華語課堂實務性教學課程以及西班牙語課程，由 COMILLAS

大學與 MACMA 華語教學公司的老師共同組成教學團隊。 

 

圖三-4 Soledad Amian女士在中國對外漢語平台網站的介紹 

    整理 COMILLAS 大學華語師資培訓課程教研主任，Soledad 女士的訪談

內容與 COMILLAS 大學官方網站的課程內容介紹。針對西班牙兒童國際華

語教學碩士課程，從課程的目標、華語師資生的甄選、課程架構介紹、課程

內容分析及大學和產業公司合作培訓的計畫方向，有以下的說明。 

                                                      
33對外漢語網介紹 Soledad 女士的內容。(20/04/2018)，取自

http://mp.weixin.qq.com/s/3zZUtXXVbN9kRyx_k0X8NQ 

 

http://mp.weixin.qq.com/s/3zZUtXXVbN9kRyx_k0X8N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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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學華語師資課程的分析 

(一)COMILLAS 大學針對西班牙兒童國際華語教學碩士課程的目標 

1.培養熟悉針對 4-16歲的西班牙學習者的華語教學，並擁有教學實 

踐能力的華語教師。  

2.本課程的學生大部分來自中國，由於中國和西班牙在教育模式方面存在著

文化差異，所以課程的重點是向學生講授如何了解西班牙兒童並給予適性的

華語教學。 

3.本課程將介紹關於如何向西語國家兒童進行華語教學上的實際現況和相

關教學理論，讓未來的華語教師大體知道，說西班牙語的學生學習華語最大

的困難點及如何改善協助這方面的學習問題。 

4.本課程的最終目的是讓未來的華語教師，在西班牙或其他西方國家能掌握

教授華語的方法，成為有素養的國際華語教師。 

5.從本課程畢業需具備有理論的專業知識及實務的教學能力，以及西語水平

達到 B1 程度。 

(二)COMILLAS 大學針對西班牙兒童國際華語教學碩士課程架構，課程採

用大學實體課程授課的方式，根據以下架構來進行安排 

1.華語師資生甄選 

華語為母語，具有大學學歷文憑，未來職業規劃做兒童華語教學，國內專業

為國際華語教學但瞭解不夠全面的學生。入學條件要求如下： 

(1)擁有本科或大專學歷以上。 

(2)華語為母語或者 C1以上的華語水平。 

(3)通過專案面試選拔。 

2.華語師資培育課程 

在西班牙馬德里 COMILLAS 大學教育系網站上34，介紹了關於該課程內容

                                                      
34 COMILLAS 大學華語師資培訓課程介紹網頁。(20/04/2018)，取自 

http://www.comillas.edu/es/postgrado/educacion/master-de-ensenanza-de-chino 

 

http://www.comillas.edu/es/postgrado/educacion/master-de-ensenanza-de-chi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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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1)第一部分：漢語教學過程中的心理學基礎（11 學分） 

教育心理學（6 學分）、一般教學法（3 學分）、到華語必修課學校，觀

看華語教師課堂教學（2學分）(圖六）(圖七） 。 

(2)第二部分：漢語教學法研究（17 學分） 

以西班牙語為母語學生學習中文特有的問題（1 學分）、實習規劃設計教

案（5 學分）、幼兒華語教學方法（2 學分）、小學華語教學方法（4 學

分）、 中學華語教學方法（3 學分）、多媒體技術在華語教學中的應用

（1學分）、跨文化溝通能力與漢語語法（2學分）。 

(3)第三部分：西班牙語言與課堂應用（19學分） 

A.級別 1：西班牙語 1： A1（8 學分）、西班牙語 2： A2（8 學分）、課

堂應用西班牙語（3 學分） 

B.級別 2：西班牙語 1： B1.1（8學分）、西班牙語 2： B1.2（8學分）、

課堂應用西班牙語（3學分） 

C.級別 3：西班牙語 1： B2.1（8學分）、西班牙語 2： B2.2（8學分）、

課堂應用西班牙語（3學分） 

(4)第四部分：實習（13學分） 

此課程包含 130 小時的教師實習，學生們將把課程中所學的理論知識應用 

到課堂實踐中。35 

根據以上 COMILLAS 大學國際華語師資培訓碩士課程內容，製作了

表三-1 的說明如下。在針對西班牙幼兒到青少年的華語教學理論，以及

在課程完成前至少要 130小時的華語教學實習學分，整個課程完成共要修

習 60 個學分。其中研究者所參與的培訓部分內容為，課程架構中的第一

部分：華語教學過程中的心理學基礎，安排華語師資生到西班牙馬德里當

地有華語必修課的學校，觀察課堂華語教學實務的部分(如圖三-5)，以及

課程架構中的第二部分：華語教學法研究中的幼兒華語教學方法部分，教

授西班牙幼兒華語教學的實務及教學現況分享。 

                                                      
35 COMILLAS 大學華語師資培訓課程介紹網頁。(20/04/2018)，取自 

http://www.comillas.edu/es/postgrado/educacion/master-de-ensenanza-de-chino 

 

 

http://www.comillas.edu/es/postgrado/educacion/master-de-ensenanza-de-chi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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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1COMILLAS 大學針對西班牙兒童國際華語教學碩士課程架構內容 

 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 第三部分 第四部分 

課程名稱 漢語教學過程中

的心理學基礎 

漢語教學法研究 西班牙語言

與課堂應用 

實習 

學分比重

(60 學分） 

11 學分 17 學分 19 學分 13 學分 

課程內容 1.教育心理學 

2.一般教學法 

3.到華語必修課

堂，觀看華語有

資歴的教師教

學 

1.幼兒、小學、中

學華語教學方

法 

2.教案設計及了

解西班牙學生

學習中文之狀

況 

3.多媒體教學應

用 

西班牙語水

平級別三級

從 A1 到 B2 

將大學所

學的理論

內容應用

在課堂教

學實踐中 

 

 

圖三-5  華語必修課學校 Agora International School，觀看華語教師課堂教學 

(三) COMILLAS 大學華語師資培訓內容有以下幾個面向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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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世界地球村及國際化教育的需求，推動華語文教育也成為師資培育 

政策著力的新方向，而各國的華語文教育也開始有華語師資本土化，因地制

宜的培訓需求。 

1.課程內容方面 

由於華語文教育的理論基礎，例如漢語語言學、漢字教學、華人社會與

文化、華語教學法、教育心理學等，非短期時間就能學習吸收完全，並且這

方面的華語師資教育課程內容，仍是以臺灣及中國的師範大學為專業權威華

語師資教育的培育中心，長期的紮實華語教育理論科學的系統化學習，可避

免短期培訓的樣樣沾一點，但樣樣不清楚的學習現象。故在問卷回饋中參與

培訓的華語師資生提到希望課程能更系統化，教育心理學理論由於是西班牙

教師授課，再加上在理論的說明需要經過翻譯的過程，在國內學過教育心理

學的華語師資生，會希望能更具體說明如何應用在西班牙的實際課堂中，而

不只是已知內容的重覆。但如果不是這個專業背景的華語師資生，相對的會

因為較片面的理論學習而概念模糊，也因此覺得不如將這樣的培訓時間多放

在學習西班牙語的課程上。 

建議：將參與培訓的華語師資生依其專業背景是否為華語教學本科，做

不同需求的課程教學安排。本課程的優點為： 

(1)適應本土化的西班牙華語教學的實務性課程，聘請在西班牙私校有多年

教學華語的幼兒、兒童及青少年的華語教師，教授分享當地的華語教學環境

及實務的華語教學方法。 

(2)安排了西班牙語課程，讓參與培訓的華語師資生能融入西班牙社會生活

文化，並將中西文化教學融入教學中，進而了解第一語與第二語的差別。 

(3)最後最重要的部分是在西班牙的華語教學實習體驗機會，這是有別於在

國內的華語教學實習環境的主要優勢特色。 

2.授課教師方面 

(圖三-6）左起一為 Soledad Amian，是西班牙 COMILLAS 大主教大學

教育科學學院，西班牙青少年兒童對外華語教學碩士項目教研主任。左二為

COMILLAS 大學教授心理學講師。左三是研究者，在此課程擔任幼兒華語

教學及實務課程觀摩的培訓，在 Agora International Madrid School 擔任華語

必修課課程教師七年。接著是兩位西班牙語教師，負責在大學教授華語師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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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西班牙語課程。右二為來自中國並在西班牙教授華語多年的另外培訓老

師，負責教授兒童華語教學及多媒體教學應用，並協助西班牙教授在課堂授

課時的翻譯與協助師生溝通。圖右一為西班牙國際學校 Humanitas 華語教學

的主任，在此課程中負責教授針對西班牙青少年的華語實務教學。 

 

圖三-6  2016-2017年 COMILLAS 大學針對西班牙兒童國際華語教學碩士課程

四十七位華語教師畢業合照 

本課程授課教師來源有 COMILLAS 大學教育學系的教師，教授西班牙

語的教師，在私立學校有實務華語教學經驗的母語華語教師及西班牙人的外

籍華語教師，例如 Soledad 女士及 Humanitas 國際學校的華語教學主任，兩

位教師是本華語師資培訓課程的外籍華語教師。對於外籍華語教師的教學專

業優勢和挑戰
36
，也是母語華語教師在西班牙華語教學時的反思之處。 

(1)優勢的地方是經歴過華語學習的階段，與學生有共通的兩種語言(華語-

西班牙語)，較了解西班牙的教育體系運作方式、也是西班牙學生學好華語

的典範。 

(2)挑戰部分是相對於母語華語教師的優勢點為，口音問題，學生容易對西

班牙語產生依賴以及對教學專業的認同度。 

                                                      
36 蔡喬育（2015）。外籍華語教師的教學專業之評析。語文教育論壇，5，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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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授課教師如果是大學教育學糸的教師，可以多分析西班牙的教育

體系中，關於外語教學所採用的方法與模式，以實證理論化的教育理論內容。

本課程的優點: 

(1)在西班牙有經驗的母語華語教師，藉由在西班牙的現場實務教學觀摩課

程展示，分享及傳承教學經驗，可作為華語師資生的學習典範。 

(2)外籍華語教師能將西班牙學習華語的學生，有什麼樣學習華語的困難點

及適合西班牙學生學習華語的教授經驗，做具體實例的分享。 

3.教學實習方面 

優質教育實習環境內涵中包括，實習機構的實習輔導教師、實習機構規

劃的實習內容，以及師資培育大學的實習指導教師。37COMILLAS 大學師資

培育課程中的實習部分是與 MACMA 華語教學公司產學合作，由 MACMA

公司提供具西班牙教育資格證的輔導教師，陪同進行學校的華語教學實習課

程，以及華語師資生到實習學校機構，觀看實習指導教師的實際華語課堂教

學。而 MACMA 華語教學公司所安排規劃的實習內容，則是依華語師資生

在 COMILLAS 大學的學習表現狀況，以及是否有擔任在西班牙華語教學實

習工作的能力而安排。 

建議：在問卷回饋的內容中，有培訓教師反應希望能多些觀課，及在有 

實習指導教師下的教學實習機會。另外有培訓教師反應受到西班牙實習輔導

教師的限制，這點研究者認為，華語師資生和西班牙教師的協同教學及溝通

力，也是西班牙華語師資培訓學習過程中的重要一環。 

優點： 

(1)實習機構所規劃華語教學實習的課程內容多元，例如依課程型態有學校

華語必修課、小班課外課、家教課，依教學對象有幼兒、兒童或青少年等各

學習年齡層階段。 

(2)讓華語師資生只要能力足夠，可以有多元全方位的海外華語教學實習經

驗機會。 

 

                                                      
37教育部（2012）。中華民國師資培育白皮書(p23)。台北市：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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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學和產業公司的合作培訓 

本研究是針對西班牙馬德里兒童華語師資培訓個案研究，以 MACMA

與 COMILLAS 大學產學合作項目為例，研究者以經驗、訪談及參與觀察的

個案研究方式，在收集了 2016 年和 2017 年兩屆參與 COMILLAS 大學國際

兒童華語師資培訓課程，參與培訓的華語師資相關的資料問卷回饋結果分析 

，以及訪談了 COMILLAS 大學針對西班牙兒童的國際華語師資培訓課程安

排主任 Soledad 女士，和西班牙馬德里華語教學公司 MACMA 的負責人 Pepe

先生，對此華語師資培訓課程相關的架構及內容、參與培訓課程的華語師資

生的問卷資料回饋，以及 MACMA 公司為什麼要與 COMILLAS 大學產學合

作的動機。藉此研究了解到未來 MACMA 華語文產業公司和 COMILLAS

大學，為之後 2018 年度將參加西班牙馬德里華語師資培訓課程的華語師資

生，有以下兩項培育課程的初步草案模式： 

(一)「三加一」模式 

此模式是針對已具有華語教育專業背景，是在學的大學三年級華語師資 

生，為西班牙 COMILLAS 大學與中國各地，設有華語師資教育培訓的大學

學系，交流合作締結姐妹校，彼此互認學分，讓已經經過三年的華語師資教

育專業理論學習的大三學生，在大學即將邁入第四年華語教育的學習時，有

機會到海外西班牙馬德里學習西班牙語，及參與華語教學的實習機會。讓大

學的師資培訓既有國內紮實的華語教學理論基礎，也有機會跨出一步到國外 

，有國際華語師資培訓實務經驗的實習機會，並同時加強外語（西班牙語）

的能力。 

(二)「一加一」模式 

此模式是針對已具有碩士學位，但非華語教學相關科系，或是在學的華 

語師資生在邁入碩士學位第二年時，以此機會到海外參與華語教學實習並取

得當地大學學校授予的碩士文憑。因為在西班牙的碩士學位是可以一年取得，

故無論之前是否有華語教育專業的碩士學位，可以花用一年的時間在西班牙

COMILLAS 大學，取得國際華語師資培訓課程的碩士學位(校碩)，或是華語

師資生已經是本科專業的碩一生，想在碩二這一年到西班牙馬德里

COMILLAS 大學，加強學習西班牙語並參與國際華語教學的實習課程，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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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之後繼續取得原就讀的本科專業碩士，同時在一年的學習與實習表現評核

通過後，也將取得 COMILLAS 大學所授予的學校碩士文憑。 

因此 COMILLAS 大學及 MACMA 華語文產業公司，繼續不斷合作發展

並尋求，中國或臺灣地區有華語師資培育專業的大學或機構，在未來針對西

班牙語系的國際華語師資培訓課程，或華語教材編寫國別化的合作機會及可

能性的積極發展交流。對於西班牙馬德里華語文產業公司 MACMA 而言，

經由這樣與 COMILLAS 大學產學合作，組識開設西班牙馬德里國際兒童華

語師資培訓課程，能夠甄選更優質且符合西班牙華語學習者所需求的華語教

師，也解決了在西班牙馬德里優良華語教師不足的狀況。 

另外在此培訓過後所徵選錄取的優秀華語教師，進入 MACMA 華語文

產業公司後，公司該如何讓優秀的華語教師持續發展。蔡雅薰(2007)認為職

前教育階段可說是專業知識基礎養成教育，而實習階段則是導入教育，能從

教學實務中經驗學習，在職進修階段則是補強及加深教育，三者必須結合成

套且連續進行，才能培養專業優良的教師38。藉由大學的建議試著採取教師

職級的概念，針對公司的華語教師不同階段的需求，能在西班牙馬德里

COMILLAS 大學就近進修充電，對於有些西班牙人教授華語的外藉教師，

也給予不斷研習交流成長的環境與平台，而另一層面以此教師職級的概念，

積極留住華語教師人才，以提升公司的華語文產業有更好的發展。 

COMILLAS 大學藉由與其他大學姐妹校的交流，西班牙的華語教師有

機會能短期到中國或臺灣，做華語教學的短期培訓，或華語能力的提升加強。

目前在西班牙有許多私立國際學校，需要有許多具備華語教學素養的教師 

，不少尋求華語教師的媒介，是經由 MACMA 華語教學公司的管道，協助

找到合適的華語教師任職。故以 MACMA 公司與 COMILLAS 大學產學合作

項目的個案研究，藉由 2016 年及 2017 年兩屆的華語師資培訓實施與檢討改

進後，也提出了以上兩種對西班牙馬德里兒童華語師資培訓課程，在 2018

年預計發展的兩種模式。 

                                                      
38蔡雅薰（2007）。華語教學相關學系實習課程規劃與校際資源整合之研(31/03/2016)取自 

  http://140.122.100.145/ebook/eb95/h951-51.doc 
 

 



58 
 

第三節  西班牙馬德里其他華語教師培訓介紹 

本節要介紹的是在西班牙馬德里，由臺灣僑委會所支持委辨的西班牙海

外華語師資培訓短期課程，以及中國的國家漢辦與孔子學院在西班牙馬德里

的華語師資培訓活動介紹，並將兩者在西班牙馬德里所舉辦的華語教師培訓

課程，以研究者自身參與課程的經驗做分析比較。 

 

一、臺灣西班牙華語教師協會 

    臺灣西班牙華語教師協會主席，為西班牙馬德里臺灣僑校校長蔡仁琳先

生，在臺灣僑委會的支持下，以不定期的方式在西班牙馬德里臺灣僑校舉辨，

以西班牙當地來自臺灣的華語教師需求，辦理相關研習課程活動或研討會。

協會成員的華語教師主要皆來自於臺灣，各自所任教的學校機構有在西班牙

的 Zaragoza 大學、西班牙各省區的官方語言學校（Escuela Oficial de Idioma，

一般簡稱 E.O.I）、西班牙各中小學私立學校、私人語言機構及臺灣僑校教師。        

師資培訓課程內容有：數位科技在華語教學課堂的應用，並實作建立 Moodle

教室39、提供華語教學資源平台及華語教學方法趨勢、讓在西班牙各地來自

臺灣的華語教師，能有平台交流分享在西班牙的華語教學心得與資源，並且

是西班牙的臺灣華語教師，加強華語教學能力及專業成長的團體組識。 

 

 圖三-7 臺灣西班牙華語教師協會網頁 

                                                      
39臺灣西班牙華語教師協會(APC)。(20/05/2018)，取自 http://colegio.chino.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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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國國家漢辦及孔子學院西班牙代表處 

中國國家漢辦主要的職能包括以下三方面內容： 

(一)制定華語國際推廣的發展規劃 

(二)制定國際教育相關標準 

(三)指導孔子學院 

孔子學院的職責包括華語教學、培訓華語教師、開展華語考試和華語 

師資資格認證業務。2015年歐洲區學習華語人數在西班牙破四萬40，並且在

西班牙參加漢語水平測試的人數，從 2012 年至今保持歐洲地區之冠，在西

班牙有四十多所大學和兩百多所中小學開設華語課程。41每年從中國派出多

名的華語教師及意願者，也培訓不少歐洲本土華語教師，但仍存在當地本土

華語教師數量少，中國派出的華語教師和意願者適應性及流動性問題。在

2011 年孔子學院總部首批在英語、法語、德語、西班牙語地區設立華語師

資培訓中心。中心的主要任務有42： 

1.歐洲地區本土漢語教師在職培訓。 

2.中國赴歐洲漢語教師、志願者培訓。 

3.歐洲地區孔子學院院長、工作人員適應性及崗中培訓。 

4.開展學歷教育培養教師。 

5.開展漢語教師資格認證。 

6.開展漢語教師教育研究。 

近兩年漢辦西班牙代表處也舉辦《國際漢語教師證書》43 CTCSOL，分

為常規版及本土版兩種。CTCSOL 考試是由孔子學院總部及國家漢辦主辦

的一項標準化考試，考試通過對華語教學基礎、華語教學方法、教學組織與

                                                      
40 漢辦新聞 2015/01/22 西班牙學漢語人數破四萬。(17/01/2018)，取自 

http://www.hanban.org/article/2015-01/22/content_571389.htm 
41 網絡孔子學院。(17/01/2018)，取自 http://www.hanyuhomes.com/article/4 
42 孔子學院總部/國際漢辦擬在歐洲建.立師資培訓中心。(27/02/2018)，取自 

http://www.conference.confucius-institutes.eu/pdf/bidding_cn.pdf 
43
 國際漢語教師證書 CTCSOL。(25/03/2018)，取自 

http://www.hanbanes.com/2016/11/29/examen-profesorado/ 

 

http://www.hanban.org/article/2015-01/22/content_571389.htm
http://www.hanyuhomes.com/article/4
http://www.conference.confucius-institutes.eu/pdf/bidding_cn.pdf
http://www.hanbanes.com/2016/11/29/examen-profesora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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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管理、中華文化與跨文化交際、職業道德與專業發展等五個標  準能力

考查，，評價考生是否具備國際華語教師能力資格，在通過第一關的理論筆

試及第二關的面試通過者，將取得由漢辦西班牙代表處所授予的國際漢語教

師證書。 

 

三、臺灣與中國在西班牙的華語教師培訓比較 

    在西班牙參與的華語教師培訓經驗中，除了第一年是由西班牙MACMA

公司與馬德里自治大學所辦，維期一年的華語師資培訓，此培訓可說是進入

西班牙華語教學的導入教育。接續幾年所參與的華語教師培訓，則是以在職

華語教師的身份，參加由臺灣或中國所舉辦的短期華語教師培訓課程或研習

活動。以下就培訓的性質、內容比較兩者間的不同之處： 

(一) 臺灣在西班牙馬德里所辨的華語師資培訓 

以民間組織團體的形式(臺灣西班牙華語教師協會)，申請取得僑委會的

補助支持，是一鼓由下而上的華語教師培訓的力量，依據在西班牙的臺灣華

語教師的教學需求，開設相關的華語專業課程內容，以便在西班牙的臺灣華

語教師，能有資源提供專業成長，並在進修的階段中，能逹到補強及加深華

語教師的教學專業知能。 

(二) 中國在西班牙的華語師資培訓 

由官方機構，中國國家漢辦及孔子學院西班牙代表處所主導，是由上而

下的宣導與推廣的政策力量，主要是以國家漢辦所要推廣實施項目，作為在

西班牙的華語師資培訓內容，例如國家漢辦所編製，針對西班牙華語學習者

的華語教材推廣使用與行銷，漢語水平測試(HSK、YCT)及漢語教師資格認

證(CTCSOL)等，政策性的概念宣導推廣，藉由政府強而有力的推行及豐富

的資源提供，華語教師依據標準模式操作執行教學，藉由培訓活動獲取教學

資源及訊息。 

 

針對臺灣與中國在西班牙的華語教師培訓內容，依其培訓性質及培訓內

容做了以下的比較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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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2 臺灣與中國在西班牙的華語教師培訓比較表 

 華語師資培訓性質 華語師資培訓內容 

臺灣西班牙 

華語教師協會 

民間組織團體的形式 

由下而上的培訓力量 

依據西班牙的臺灣華語教

師的教學需求，開設相關的

華語專業課程內容 

中國國家漢辦及 

孔子學院西班牙代表處 

官方機構主導 

由上而下的政策力量 

主要以國家漢辦所要推廣

實施項目，作為西班牙的華

語師資培訓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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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參與大學師資培訓的教師分析 

2016年針對參加 COMILLAS 大學國際兒童華語師資培訓課程的 47位

華語師資生，做了一份有關在西班牙華語師資培訓內容的開放式問卷調查，

詳細內容請參照第一章第三節內容及附錄一。2017年則針對 2016 年問卷做

調整，並增加華語師資生的個人背景調查，研究分析的對象為 2017年 40

位參與該課桯的華語師資生，分析內容如下。 

 

第一節  華語師資生的背景 

華語師資生共四十名，其中男性一名，女性三十九名，女性多於男性。 

參與培訓的華語師資生年齡層，以 21~30 歲有三十二位居多數，31-40歲有

七位，41-50歲 一位。 

 

   圖四-1 華語師資生的年齡層比例 

 

一、教學資歷及教育專業 

(華語）教學服務年資以 1年和一年以下者，有二十位居多，1-2年

有 11位，3-5年有 7 位， 6-8 年有 1 位，8年以上有 1位。依據年齡與教

學資歷的對照，以及以下的資料分析內容可以看出，此華語師資培訓課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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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收的華語師資生，其教學資歷及教育專業背景，多數是華語文教學相關科

系，剛畢業或教學經驗在兩年以下的居多。  

 

    圖四-2 華語師資生的教學資歴 

圖四-3大學畢業的專業教育背景圓餅圖顯示，華語相關學系畢業教師

有十九名居多，其次是外語系(英語或西班牙語）共有十名，其大學科系有

十一名。 

 

    圖四-3 華語師資生的大學教育專業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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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習教學對象及課程類型 

培訓的華語教師及其分配實習發展教學實習，對有志成為一位有效專業

教師的實習教師而言，是教師專業整體發展過程極有價值而不可或缺的一環。

教師實習存在的主要目的，旨在給予實習教師循序漸進，能平順充分地將所 

學專業知識，逐步轉換進入職場，先進行經驗性的學習44。 

針對西班牙國際兒童華語師資培訓課程的四十位華語師資生所做的問

卷調查結果中，關於實習課程的類型及實習教學對象說明如下： 

(一)實習教學對象以小學居多，其次是初中，再者是幼兒。 

由圖四-4 顯示在此華語師資培訓課程中，華語教學的實習教學對象以

小學階段居多，因此也不難說明此華語師資培訓課程，雖然也有幼兒及青少

年的培訓內容，但主要的課程名稱為，西班牙國際兒童華語師資培訓課程。 

 

 

  圖四-4 教學實習對象的人數比例 

                                                      
44 許怡貞（2007）。華語文師資培訓實習課程之設計與研究：以 5C 原則融入華語網資源教 

學為例(pp1-9)。第五屆全球華文網路教育研討會。(07/05/2018)取自，

edu.ocac.gov.tw/discuss/academy/netedu05/html/paper/sw5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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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習教學課程類型以家教課居多，其次是課外課，再者是必修課。 

家教課相對於團體課(課外課或必修課)的實習內容，師資生普遍較能接受。 

 

 圖四-5 教學實習課程類型比例 

由於 COMILLAS 大學的華語師資生大多是教學經驗在兩年以下，少部

分有教學經驗的華語師資生也將依其意願及能力安排教學實習的課程，故所

安排的華語教學實習課程以家教課(通常是一對一或一對二）及小學年齡的

對象為居多，其次是課外課(通常一班人數在 3~10人）及初中年齡居多，再

者為必修課(通常一班人數在 15~25 人）及幼兒年齡。 

 

 

第二節  在西班牙教學優秀的華語教師 

在 COMILLAS 大學參與華語師資培訓課程的教學實務授課的同時，也

在臺灣師大海外數位華語在職碩士專班進修，在修習蔡雅薰教授的華語文教

學法課程時，獲得不少啟發。在國際學校發展與華語教學的單元介紹了華德

福、蒙特梭利多元感官教育及國際文憑(IB)的概念介紹，使我留意發掘參與

COMILLAS 大學課程的華語師資生的教育背景，有不少臥虎藏龍，深具潛

力的優秀華語教師潛質，有對外華語教學本科系碩士專業、美術專業、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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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工作背景、蒙特梭利實習經驗及曾在 IB 學校任教的教師等，以下整理

幾位在 COMILLAS 大學，師資培訓課程表現優良的華語師資生代表。 

 

T1華語師資生(對外華語教學碩士) 

來自中國哈爾濱，剛從對外華語教學碩士畢業的 T1華語師資生，來參 

加 COMILLAS 大學的國際華語師資培訓課程，主要是希望有實際針對外國

學生的教學經驗，並學習國外的新進教學方法。在結束本課程後，有志要回

國協助家族所開設的學校。在 COMILLAS 大學課堂，一開始有些膽怯，但

有學習熱忱。在期末針對幼兒華語教學的成果教學觀摩，雖然是第一次針對

幼兒華語教學試教，關於動物名稱、顏色及裡、外的概念，用心製作設計準

備的教具(如圖四-6)，正面畫上小鳥而另一面畫上籠子，藉由快速旋轉會產

生小鳥被關進籠子的視覺效果，以故事情節的方式串連教學內容，此活動設

計除了符合教學主題，在教具的製作上也有巧思並具趣味性及操作性。T1

華語師資生的實習課程類型是家教課及課外課兩類。 

 

圖四-6 T1華語師資生教具製作 

T2華語師資生(美術相關科系研究生) 

T2華語師資生是美術相關科系研究生，有企業內部美訓及參加丹麥 

繪畫培訓的經驗。參加此國際華語師資培訓課程，一方面是藉此機會來富有

藝術氣息的歐洲遊歷，另一方面也希望自己的美術能力，能夠融入國際華語

教學的發展。圖四-7 的活動設計概念是看似正常的魚和熊猫，但打開後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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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出張大嘴的驚喜效果，能吸引學生的注意力，並且對於幼兒也是很可愛的

著色模版。其參與的華語教學實習課程類型是家教課及課外課兩種類型。 

   

  圖四-7  T2華語師資生製作的學習單及實行成果 

T3華語師資生 (英語教育專業及早期教育工作經驗) 

T3華語師資生在訪談時表示，選擇來西班牙是想觀摩真正的西方教育， 

因為在國內普遍的印象是國外教育比中國好，所以想來學習，包括體驗國外

的家庭教育，所以選擇當住家老師。希望通過這個專業項目，讓教學法及對

外漢語專業知識更上一層樓。活動設計源於美吉姆 3-6歲兒童藝術課，對稱

藝術及視覺藝術。針對越小年齡的孩子，語言的教學能全科化越好，在做和

玩兒的過程中學習各方面的新知。 

 

圖四-8  T3華語師資生的教學活動設計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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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1 T3華語師資生的華語教學經歷 

工作經

驗 

2007.12-2010.3 河北康諾文化交流有限公司 全職對外漢語教師 

 工作內容： 

1. 歐美學生對外漢語教學. 

2. 大班中國文化教學，太極拳等。 

3. 負責公司教材、書籍、教具等方面的管理及選

購。 

4. 組織教師招聘及培訓。 

5. 組織其他老師在課餘時間做教材研發工作。 

教授教程：新實用漢語課本，漢語教程，口語速

成，商務漢語，實用醫學英語會話（醫生

篇）,HSK(1-8 級）教學 

 2012.2-2015.6 美吉姆國際兒童教育中心 全科早教老師 

1.教授 42 天-6 歲兒童音樂 music together，藝術

abrackdoodle，及綜合類早教課程 

2.教師培訓 

3.教具管理及藝術課材料準備 

4.學習了全面專業的早期兒童教育知識，掌握了

大量國外兒童早期教育方法及教育內容。 

T4華語師資生(對外漢語專業及蒙特梭利教育實習經驗) 

T4華語師資生 2012–2016在大學文學院攻讀四年對外漢語專業，2016

年至 2017年赴美國馬里蘭州巴爾的摩市（Maryland，Baltimore）教育實習

一年。實習學校是一所蒙特梭利學校，學校名為 The New Century School, 

Baltimore, MD45，指導教師具蒙特梭利教育碩士學位。T4 華語師資生在培

訓過程當中，具批判思考並積極求知，也樂於經驗分享所見所聞關於蒙特梭

利的教學實習內容，例如蒙特梭利的教具及其操作理念目的為何、製作教具

                                                      
45 T4 華語師資生蒙特梭利實習學校網址。(20/03/2018)，取自 http://thenewcenturyschool.com/。 

 

http://thenewcenturyschoo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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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關網站等訊息分享，在大學期末課程觀摩分享時，也應用了蒙特梭利的

教具操作理念，試著融入在華語教學活動中的漢字書寫活動。其實習的課程

類型為住家的家教課及必修課兩種課程類型。 

  

圖四-9 T4 華語師資生的漢字教學活動 

T5華語師資生(國際文憑 IB 學校教學經驗) 

T5 華語師資生在參加此培訓前，在北京青曲國際學校擔任初高中部的

華語教師，教授華語零起點到中級級別的外籍初高中生。教授 MYP 九年級

語言與文學。在華語教學活動上應用剪紙、書法、編中國結、學唱中國歌曲、

學跳中國古典舞和彈古箏等課堂活動，增加學生對中國文化的興趣。並定期

參加 IB 課程培訓，例如 IB 亞太 DP 上海以及蘇州研討會，MYP 北京研討

會，劍橋 IGCSE 普通話第二階段專業課程培訓。由於想増加實地在國外的

華語教學經驗，且缺乏幼兒華語教學的專業知能，也希望藉此機會多學習一

門外語(西班牙語)。其實習教學的課程類型為家教課、課外課兩類。 

 

圖四-10  T5 華語師資生 文化教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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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優秀華語師資生的特點歸納 

從以上培訓課程中的五位華語師資生代表，不約而同的選擇遠到西班牙

參與 COMILLAS 大學國際兒童華語師資培訓課程，可以看出要成為一位優

秀的國際華語教師，需要全方位並且不斷地在各方面的華語教育，及華語教

學知識技能學習成長與進修，另外林偉業、張慧明及許守仁(2013)46提到優

秀的華語教師需具備反思求進的特質。 

    針對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十個會員國所做的卓越教師特質的研

究，發現六種重要的優良教師特質（Hopkins & Stern, 1996）47；  

（一）盡心盡力，犧牲奉獻。 

（二）關愛學生。 

（三）學科教學知識良好。  

（四）使用多種教學模式 。 

（五）與同儕教師合作規畫教學， 並且觀察和討論彼此的教學 。 

（六）對自己的教學不斷地質疑和反省並加以改進 。 

以上這六點特質成為優良的教師，是本華語師資培訓課程的主旨，也是

協助華語師資生們，能成為一名優秀的華語教師為目標。除了本身己有的優

良華語教師特質外，也應不斷反省改進補強尚未有或不足的能力或特質。 

本培訓課程優秀華語師資生的特點歸納有以下幾點： 

(一) 對外華語教學本科專業，學科教學知識良好。 

(二) 使用多種教學模式在華語教學中，例如華德福、蒙特梭利或 IB理念。 

(三) 在本培訓課程過程皆要與同儕教師合作規畫教學， 並且觀察和討論

彼此的教學。 

(四) 華語教學內容全面化包含聽說讀寫，盡心盡力試著自編課程教材及 

有意義、有趣性的華語教學活動。 

(五) 本課程協助華語師資生了解西班牙學生，並欣賞鼓勵非華語學生。 

(六) 培訓過程中不斷的藉由各方面思考、提問及討論，培養形成能反思

                                                      
46 林偉業、張慧明和許守仁(2013)。飛越困難一起成功-教授非華語學生中文的良方(p.83)。香港大

學教育學院。 
47 David Hopkins(2003).School improvement for Real (p90).New York: Rout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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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省及不斷學習成長的態度。 

 

二、華語教師素養的概念反饋 

研究者在進修時，於蔡雅薰教授的華語教學法這門科目，學到了心智圖

或稱思維導圖(Mind Map）的教學法，故也實際操作分享應用在 COMILLAS

大學培訓課程中，藉由此培訓的課程活動，請華語師資生分組腦力激盪，回

想在 COMILLAS 大學在華語師資培訓課程中，所學習或理解體會到的華語

教學專業知能、華語教學素養、華語教學設計、華語教學實務現場觀課及教

學實習等等內容，一同思維何謂華語教師專業素養48內涵，以心智圖的方式

統整在此華語師資培育課程中，所獲得各方面習得的內容回顧並呈現出來。 

 

  圖四-11-教師素養思維導圖 

                                                      
48蔡雅薰、舒兆民、陳立芬、張孝裕、何淑貞、賴明德(2008)。華語文教學導論(p.345-357)。

台北市: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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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圖四-11 的左上角這組參與者所共同討論出的華語教師素養為 

 1.增強國際意識，成為國際型的華語教師。 

 2.增強批判精神，成為思辨型的華語教師。 

 3.增強專業能力，成為專業型的華語教師。 

 4.增強文化素養，成為通識型的華語教師。 

 5.增強科研能力，成為科研型的華語教師。 

(二)圖四-11的右上角這組華語師資生所討論出的華語教師素養為 

 1.認知：對自己、對學生(幼兒、兒童及青少年的特質）、對教材(內容）。 

 2.情感：跨文化(聯想、對比）、教師自覺(準時、備課)、個人風格(幽默)。 

 3.技能：教學法及教學手段(遊戲、繪本、TPRS、溝通式、任務式、沉浸 

式、心理學(課室管理）、3C 科技應用、語言(英語、西班牙語）。 

(三)在圖四-11 的最下方這組華語師資生所討論的華語教師素養不同的 

點為： 

1.華語教師的教學省思與反饋以及行動研究。 

 2.華語教學跟得上心理學的腳步走向：行為-認知-社會化。 

(四)圖四-12的這組華語師資生，所討論的華語教師素養和大部分的小組內

容大致相同，但該組提出了，華語教師不容易達到全方位全才的教學能力， 

可以依個別長處優勢的不同，應用「多元智能」的教育概念在華語教師自身，

如果無法逹到全方位能力都充足時，可以截長補短，善加發揮個人長處的華

語教學優勢方法。 

(五)圖四-13的這組華語師資生所提出的華語教師素養為 

 1.職業道德：言行舉止、階段性發展。 

 2.教學研究能力：創新、組織能力、語言水平(普通話、第二語言）。 

 3.教學技能：教學設計、課堂管理技巧
49
、輔導。 

 4.文化素養：學科專業知識、社科基本知識、科學理論。 

從這五組在 COMILLAS 大學，針對培訓課程內容習得反饋，可以了 

解到這些華語師資生，在這個華語師資培訓課程的學習過程中，無論是在大

學課堂中的學習，或是觀課及實習課程的顯著課程、潛在課程的學習影響，

                                                      
49王巍、孫淇（2011）。國際漢語教師課堂技巧教學手冊(p.195)。北京市：高等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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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對華語教師專業素養的概念，做了所習得或所認為的想法，以心智概念圖

的方式呈現並以口頭報告解說明想法。 

 

   

圖四-12  教師素養的思維導圖 

 

 

圖四-13 教師素養的思維導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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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者庫瑪(B.Kumaraveadivelu）在全球社會中的語言教師教育，提出教

師的角色是被動型的技術工、反思型的實踐者以及轉換型的知識份子。教學

應以探索為導向、強調社會情景、重視課堂即時發揮的藝術、致力於培養學

生的情景參與熱情、通過批判性的自我反思和社會反思以獲得進一步發展、

重視民主化的自主教育、強化對於多元社會型態的意識敏感度、強調行動及

關愛人的情感變化。50 

另外(Good & Brophy，2003）51也說明成功教師的三個特徴有 

(一)具備課堂管理技能。 

(二)掌握課程內容為教學目標。 

(三)對學生採取積極正面的教育。 

許怡貞(2007)52提到，美國政府制定的國家級外語課程標準－ Standards 

for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in the 21st Century，將外語學習目標歸納為五

個以 C 為開頭的英文字母：Communication（交流溝通）、Culture（文化溝

通）、 Connections（相關連結）、Comparisons（比較能力）和 Communities

（社區活動）。根據這個標竿，體現在對外華語教學上，無論是教學的目標、

課程的設計 和教學的方法，此 5C 原則有助於華語教師的教學素養提升。 

(一) Communication 溝通：運用中文達到溝通目的  

1.語言溝通：學生以交談方式詢問或提供訊息、交換意見及表達情感。  

2.理念詮釋：學生瞭解並能翻譯各種書面及口語主題。  

3.表達演示：學生透過表達方式，將不同理念及內容表達給聽眾或讀者。  

(二)Cultures 文化：體認並瞭解中華多元文化  

1.文化習俗：學生能表達對華人社會習俗的瞭解與認識，並能應對得體。  

2. 文化產物：學生能表達對中華文化、藝術、歷史、文學知識和理解。 

(三)Connection 貫連：結合並貫連其他學科 

1.觸類旁通：由於華文的學習加強或擴展其他學科的知識領域。 

                                                      
50庫瑪（B. Kumaravadivelu）趙楊、付玲毓譯（2014）。全球化社會中旳語言教師育：知、析、識、 

  行和察的模組模型。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 

51 Good,T.L, & Brophy,J.E （2003）.Looking in classrooms （9th ed.）.Boston:：Allyn and Bacon. 
52 許怡貞(2007)。華語文師資培訓實習課程之設計與研究：以 5C 原則融入華語網資源教學為例。 

  第五屆全球華文網路教育研討會(p.3-4)。(07/05/2018)，取自 

edu.ocac.gov.tw/discuss/academy/netedu05/html/paper/sw5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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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增廣見聞：學生能得到唯有學華文才能獲得的特殊觀點與體認。 

(四)Comparisons 比較：領悟並比較不同語言與文化的特性  

1.比較語言：學生比較華文及其母語而促進對語文本質的了解。  

2. 比較文化：學生比較中華文化與其本國文化達成對文化本質的了解。  

(五)Communities 社區：應用於社區與國際多元社會  

1.學以致用：學生可以在校內校外運用中文。  

2.學無止境：學生將中華語言文化溶於日常生活，成為終身學習者。 

除了以上這些學者的理論內容，蔡雅薰(2014)53提到 Curtain(2010)指出

主題式課程特色，其中連接起內容、語言和文化目標的「大概念」華語教學

能力，有不約而同呼應 5C 的內涵，對教師或語言教師的特徴分析及需具有

的專業知能，提供華語教師素養內涵多面向的省思，並藉由華語教師自身的

理解，以心智圖的方式有系統及脈絡的回顧呈現，本培訓課程華語師資生對

於如何培養華語教師素養的理解。 

 

第三節  華語師資生的培訓需求 

由 2016 年參與 COMILLAS 大學華語師資培訓課程的 47 位華語師資生 

的開放性問卷，歸納整理出幾個選項，再向 2017 年參與 COMILLAS 大學

華語師資培訓課程的 40 位華語師資生調查，其中針對 COMILLAS 大學師

資培訓反饋的前三大項的培訓需求，也呼應了在西班牙培訓期間的華語教學

困難點： 

在西班牙的華語教學困難點 前三項分別為， 

一、學生心理及課堂管理(32 人）。 

二、師生溝通或親師溝通 (西班牙語程度）(23人）。 

三、漢字教學(21 人）。 

其他項有一名老師提到西班牙輔導教師限制。 

有實習教師提到西班牙輔導教師的限制，是指因為參與西班牙學校華 

語教學實習的老師，在實習階段會搭配一位具有西班牙教師資格的西班牙教

                                                      
53蔡雅薰、陳仁富、林景蘇、劉瑩、林文韵、陳雅鈴(2014)。兒童華語教學導論(p9-10)。台

北市:中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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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陪同教學。以下也將對照華語師資生培訓的需求項目與在西班牙的華語教

學困難點，做對照內容表格(如表四-2) 

 

圖四-14 華語師資生的華語教學困難點 

 

 

     圖四-15華語師資生對於師資培訓內容需求 

學生心理及課

堂管理

42%

師生溝通或親師

溝通 (西班牙語

程度)

30%

漢字教學

28%

48%

30%

22%

師資培訓需求

西語培訓

教師的培訓搭配工作發展的階段性

觀摩優秀教師的實際課堂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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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2 培訓需求與在西班牙的華語教學困難點對照表 

(一)在西班牙的華語教學困難點 (二) COMILLAS 大學華語師資培訓需求 

1. 師生溝通或親師溝通 (西班牙語

程度）(23 人） 

1. 西班牙語培訓(11 人） 

2. 西班牙輔導教師限制(1 人） 

 

2.教師的培訓搭配工作發展的階段性，例

如新手和資深教師需求發展不同(7 人） 

3.學生心理及課堂管理(32 人） 

4.漢字教學(21 人） 

3 有機會觀摩優秀教師的實際課堂教學(5

人）。 

 

一、語言的溝通能力 

COMILLAS 大學華語師資培訓課程，華語師資生的教育專業背景資料

分析顯示，其中是華語文教學相關學系畢業的師資生就占了將近快半數的

47%，而西班牙語系專業背景的師資生占 10%，相對來說非西班牙語專業背

景的華語師資生占了 90%，而在 COMILLAS 大學的課程目標中也提到，在

畢前要逹到西語水平 B1，並且西語課在課程架構中也占了有 19 學分(總學

分為 60 學分），將近三分之一的比例。 

以 COMILLAS 大學的角度來看，在西班牙培訓華語教師首重本土化及

跨文化，所以西班牙語課程學習有兩方面說明： 

(一)加強華語師資生的語言知能 

依據美國語言學家 Robert Lado(1957）提出的對比分析54假說(contrastive 

analysis hypothesis），主張對第一語言和目的語進行語音、語法等方面的對

比，從而確定兩者的相同點和不同點，預測學生有可能出現的錯誤，進而了

解華語和西語的差別，並有助於在西班牙的華語教學。 

(二)藉由在西班牙當地學習西班牙語也能有跨文化的理解和融入。 

從(圖四-16 ) 2017 年華語師資生大學教育專業背景來看，華語文教學

相關學系及教育相關專業占了 52%，但西語系的專業背景者僅占 10%，故針

                                                      
54 鍾榮富（2009）。對比分析與華語教學( p.7)。台北市：正中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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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在西班牙的華語教學，一方面教師本身在西班牙的日常生活適應需要使用

西班牙語交際溝通及解決問題，另一方面在華語教學上針對西班牙學習中文

的學生而言，也能加強華語教師的語言知能，進而理解協助學生有效的學習

華語。所以由此面向來分析也不難理解，在問卷調查的結果顯示出，華語師

資生對西班牙語的培訓需求比例高，居於 COMILLAS 大學華語師資培訓需

求的首要需求。 

 

 圖四-16  2017年華語師資生大學教育專業背景 

二、培訓具階段性發展 

    COMILLAS 大學華語師資培訓問卷調查的教學資歴分析顯示： 

(華語）教學服務年資 1 年及以下有二十位，1-2 年有十一位，3-5 年有七

位， 6-8 年有一位，8 年以上有一位(全部參與培訓的教師共 47 位），所以

可看出有 31位過半數的華語師資生在(華語）教學的年資和經驗在兩年以下，

多屬於剛畢業或教學經驗在兩年以下的實習華語教師或在教師階段發展上

的新手教師，而其他九位有三年以上教學經驗的華語師資生，其教學經驗也

大多是在國內，故想以此課程提升自我教學能力以及累積海外的華語教學經

驗。 

華語文教學相關

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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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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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語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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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大學科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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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教師職級制度」的概念來看，教師職級規劃能促進教師生涯發展

及專業知能提升(蔡培村、鄭彩鳯,2003）
55
。教師進階設計是為了提升教師

的專業發展，激勵教師自我成長，滿足教師的自我實現所規劃的教師升遷制

度。所以無論在任何階段或哪一個教學領域的教師，例如本個案研究的國際

華語師資培訓的華語師資生，都有教師職級制或階段性發展的需求。研究者

也藉由問卷結果內容，在關於教師的培訓搭配工作發展的階段性，與

COMILLAS 大學產學合作的 MACMA 華語教學公司負責人 Pepe 先生訪談

時，提出以下問題： 

(一)在此培訓課程實習表現及能力優秀的華語師資生，日後在 MACMA 華

語教學公司的工作上，是否有相關華語教師發展階段性的規劃？ 

與 Pepe 先生訪談時表示，第一年必須在 COMILLAS 大學經過該華語

師資培訓課程並取得學位資格，接著兩年在沒有西班牙輔導教師陪同下，獨

立完成華語教學的工作，為期兩年的短期合同，於連續工作第三年後給予工

作簽及長期合同。另外教學優秀的有經驗華語教師，需配合協助華語師資生

參與課堂實習觀課的任務，之後隨著教學年資、能力表現及教學專業成長而

獲得不同酬賞與回饋，也有機會邀請至 COMILLAS 大學參與華語師資培訓

課程之教學教師，例如妳就是一個例子。故研究者也將自身如何成為西班牙

的華語教師過程經歷，以及自身的華語教師階段性發展過程，將詳細內容放

在附錄三供參閱。 

 

圖四-17  華語師資生的教學資歴 

                                                      
55蔡培村、鄭彩鳯（2003）。教師職級制度的內涵及實施取向。教育資料集刊，第 28 輯。頁 319-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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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觀摩及教學實習 

美國教育學者 Rogoff(1994）提出「學習者社群」（Community of  

Learners,CoL）的教學/學習模式，這個模式的幾項概念整理如下
56
： 

(一)認為學習是透過參與而產生。 

(二)成員包含了各種身份的學習者，可以是教師或各種不同程度的學生或是

社會人士。 

(三)在這個模式中，比較有經驗的人可以引領學習的進行，比較沒有經驗的

人則參與並支持學習活動的進行，同時管理自我的學習。 

(四)「學習者社群」（Community of Learners, CoL）的教學/學習模式的應用，

常是與情境學習（situated learning）相結合。 

(五)在「學習者社群」（Community of Learners, CoL）的教學/學習模式中，

成果觀摩對學生學習是有重要的意義。。 

(六)這個模式提供學習者模仿別人以及得到啟示的機會。 

(七)教師的工作並不只在負責教書，而是與學生一起合作的方式，協助學生

獲得學習資源並討論及分享心得。 

(八)知識與技術的重整活用需要觀察、模仿及啟發的環境，更需要有適當的

環境讓重整活用的知識與技術有發揮應用的地方。 

藉由「學習者社群」（Community of Learners, CoL）的教學/學習模式， 

來分析 COMILLAS 大學國際兒童華語師資培訓課程。研究者的身份不但是

任課教師，同時也是和華語師資生們共同參與討論的學習者，除了在大學課

堂中，讓華語師資生先彼此觀摩各自的教案設計及教學試演，並讓有不同專

業背景及教學年資的華語師資生，藉由彼此溝通討論給予優缺點的具體建議 

。另外大學課程也安排了到實際情境的課堂觀摩(圖四-18），在和華語師資

生討論及分享心得中，很欣慰能對華語師資生在西班牙的華語教學有些啟發 

，並了解到華語師資生對華語師資培訓課程中，觀摩優秀教師的實際課堂教

學，是其華語師資培訓需求中前三大需求的第二大需求。之後這些華語師資

                                                      
56巫淑華（2014）。「學習者社群」的實作：應用在華語師資培訓的教學。台中教育大學學報， 

教育類 28（1），2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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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也將重整活用的華語教學知識，與華語教學技術發揮在自身所要實習應用

的場域。 

在觀課的經驗中，北京外國語大學的漢語國際教育碩士生，蔣敏納的論

文「海外幼兒漢語課堂觀察與思考- 以西班牙 Zulaga（現在的 Agora）學校

幼兒漢語課堂為例」，也詳實的記錄了觀摩研究者的華語教學課堂狀況，詳

細內容請見(附錄三）。 

 

 

圖四-18  觀看華語教師課堂教學 

   海內外華語教師教學經驗傳承與分享，是學習嘗試改善自我教學最好

的方式，其中觀摩他人成功的示範(modeling)能提升自我效能
57
。(蔡喬育，

2016，p.125) 

 

 

                                                      
57 蔡喬育(2016)。華語教師自評教學效能之研究。教育研究與發展期刊，12(1)，105-146。 

 

 



82 
 

第五章  結論 

    華語文人才體系，從人才的知識結構、人才結構和人才培養等方面，有

許多的內容可探討研究，在人才的知識結構方面，有以下五項內容： 

(一) 好的語言理論基礎、漢語言知識和技能。 

(二) 第二語言教學法和語言習得規律。 

(三) 外語能力。 

(四) 中外文化知識。 

(五) 第二語言教學的研究方法。 

    具備以上五項華語文教學人才的知識結構，是華語文教學人才培養的目

標，不是現有其他任何學科人才培養體系所能代替(崔永華，2005)。 

 

第一節 結論 

     華語文教學人才培養有三條途徑(崔永華，2005)： 

(一) 專門為培養本學科人才設立的專業。 

(二) 教師培訓。 

(三) 新教師職前培訓。 

鑒於目前教師大多來自其他專業的背景，應當堅持對新教師進行職前培訓和

一定時間的指導。 

    本個案研究，西班牙馬德里國際兒童華語師資培訓，則是採取「新教師

職前培訓」的華語文教學人才培養途徑。以探索性、描述性及解釋性的個案

研究目標，處理本個案研究的問題： 

(一) 為什麼(why)華語師資培育課程，近年開始在西班牙馬德里發展以及 

MACMA 公司如何(how)與 COMILLAS 大學合作開展國際華語師資培訓的

課程? 

    世界地球材及世界公民的教育趨勢，同時也推動著師資培育國際化。

MACMA 公司，因占有首先在西班牙馬德里以華語文產業營利的優勢，並

且有推動華語文課程到西班牙的人脈與管道，隨著趨勢的演變，歐洲在師資

的要求也逐步提升至碩士的水平，故該公司由華語課程、教材發展到為了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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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華語文教學品質，於是 MACMA 公司負責人與其母校 COMILLAS 大學合

作，在西班牙馬德里開展針對西班牙兒童的國際華語師資培訓。藉由彼此在

產業及學術上的專業合作，成就華語師資培訓在西班牙馬德里的成功經驗。 

 

(二) 參與馬德里 COMILLAS 大學國際華語師資培訓課程的華語師資生 

(who)，有什麼(what)教育背景，在西班牙馬德里的華語教學現場(where)，

有什麼華語教學課題及培訓需求? 

    藉由本個案研究兩屆參與培訓課程的華語師資生的訪談及問卷調查資

料蒐集整理，華語師資生多來自中國及少部分來自臺灣，其教育背景皆有大

學學歷，並且學科專業是華語教學背景的比例有增多的現象。在西班牙馬德

里的華語教學困難點前三項： 

1.學生心理及課堂管理。 

2.師生溝通或親師溝通 (西班牙語程度）。  

3.漢字教學。 

西班牙馬德里的華語師資培訓需求前三項: 

1.西班牙語培訓。 

2.教師的培訓搭配工作發展的階段性，例如新手和資深教師需求發展不同。 

3 有機會觀摩優秀教師的實際課堂教學 

 

(三) 就西班牙的國際華語教師，應具備什麼(what )華語教師素養，以提升西 

班牙學習華語者的習得成效? 

    本個案研究藉由相關文獻的探討、華語師資生在培訓課堂中，以心智圖 

的方式呈現，對於在西班牙馬德里的華語教師素養的概念回饋，呼應了華語 

文教學導論(蔡雅薰等，2008)中的華語教師素養部分內容，和研究者觀察在 

培訓過程中，表現優良的華語師資生具有的特質，整理出本個案研究針對在 

西班牙華語教師，所應具備的華語教師素養有以下幾點： 

1.對外華語教學本科專業，學科教學知識良好。 

2.能應用多元教學模式在華語教學中。 

3.與同儕教師合作規畫教學， 並且觀察和討論彼此的教學，以提升教學品

質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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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華語教學內容全面化包含聽說讀寫，盡心盡力自編課程教材及設計有意義、

提高學生學習興趣的華語學習內容及教學活動。 

5.了解西班牙學生，並欣賞鼓勵西班牙華語學習者。 

6.不斷的藉由各方面華語教學思考、提問及討論學習，成為具自省反思及不

斷學習成長態度的華語教師。 

 

第二節 建議 

針對本個案研究，MACMA 公司和 COMILLAS 大學產學合作，在西班

牙馬德里的兒童華語師資培訓課程項目，有以下幾方面的建議： 

一、課程內容方面 

建議將參與培訓的華語師資生，依其專業背景是否為華語教學本科，做不同

培訓需求的課程內容安排。 

二、授課教師方面 

培訓課程的授課教師，在 COMILLAS 大學教育學糸的授課教師，可以就其

專業分析西班牙的教育體系中，關於外語教學所採用的各種教學方法與模式 

，並以實證方式來符應教育理論的內容，讓華語師資生能更深入了解，以何

種方式能更有效提升西班牙學習者的華語學習。。 

三、教學實習方面 

在本個案研究的問卷回饋內容中，許多華語師資生反應希望能多些觀課，及

在有實習指導教師下的教學實習機會。有研究證實，有海外華語教學經驗的

華語教師，其自我效能較好(蔡育喬,2016,p125)。另外有培訓教師反應受到

西班牙實習輔導教師的限制，這點研究者建議華語師資生和西班牙教師的協

同教學及溝通力，也是西班牙華語師資培訓學習過程中的重要一環。建議在

教學實習課程方面的安排，能盡量符合華語師資生的需求，同時這項實習機

會，也是本個案研究的華語師資培訓課程，之所以吸引許多華語師資生前來

參與培訓的利基之一。 

     本研究針對在西班牙馬德里的華語文產業公司、大學華語師資培訓的

課程及西班牙華語教師，做探索性、描述性及解釋性的個案研究報告內容。

本個案研究雖有其部分的研究限制問題，但希望對日後海外的華語師資培訓

研究發展，能提供資料參考的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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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 

2016 年 COMILLAS 大學師培教師開放式問卷調查紀錄內容 

(一)請簡敘在西班牙華語教學實習的教學對象年齡、人數和程度，以及教學

實習課程類型及一週教學頻率。 

1.華語師資生實習教學的對象 

年齡、程度(依據漢辦考試的程度分級）與人數 47位實習教師，每週有 20

堂課的實習機會，參與幼兒實習教學，總實習教學對象有 185 人。每週有

53堂課的實習機會，共 325位兒童學習者。每週有 31堂課的實習機會，共

260位青少年學習者。 

年齡 幼兒 3~5 歲 兒童 6~12 歲 青少年 13~18 歲 

實習教

學每週

的課堂

數及對

象人數 

1+2+10+1+1+1+1

+4+1+7+(25*5）

+2+1+2+25+1=18

5 

2+3+2+6+5+2+10+2+1+1

+10+25+6+5+1+2+1+1+1

4+14+8+12+1+2+1+15+4

+28+10+6+6+7+25+5+5+

13+12+13+12+2+2+15+

8+2+2+9+1+4+1+2+1+6=

325 

1+(25x3）+1+6+6+ 

10+1+1+6+5+1+5+5+

1+28+28+10+6+6+12

+4+1+15+5+3+5+3+3

+7=260 

(表格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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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對象的程度(依據漢辦考試的程度分級），YCT0為每週有 15堂課共 

167位實習對象；YCT1的程度每週有 28堂課共 202 名學生；YCT2 的程度每 

週有 17 堂課共 142 名學生；HSK1 的程度每週有 24堂課共 185 名學生；HSK2 

的程度每週有 20 堂課共 93 名學生；HSK3 的程度每週有 10堂課共 25 名學 

生；HSK4 的程度每週有 4堂課共 9名學生。 

程度 YCT0 YCT1 YCT2 HSK1 HSK2 HSK3 HSK4 

實習

教學

的每

週堂

數及

對象

人數 

1+1+1

+1+1+

1+7+( 

25*5）

+2+2+ 

25= 

167 

3+3+5+2+10

+25+1+1+14

+8+1+52+2+

4+10+4+6+2

5+13+2+2+8

+14+1+2+1+

1=202 

5+14+1+

5+28+6+

5+5+12+

12+13+1

5+10+3+

2+6=142 

75+1+8+

1+10+2+

2+6+1+5

+3+1+5+

28+4+15

+2+4+1+

1+2+3+2

+3=185 

1+1+6

+10+1

+1+1+

2+1+2

8+10+

6+7+4

+2+4+

5+1+1

+2=93 

6+2+

1+5+

1+3+

4+1+

1+1= 

25 

1+6+1

+1=9 

 (表格二）  

2.華語師資生實習的課程類型及教學頻率 

2016年度華語師資生共 47名，其中 12名參與的華語教學實習課程類 

型為心修課，26 名華語師資生的實習課程類型為課外課，21 名華語師資生

的實習課程類型為家教課，23 名華語師資生的實習課程類型為住家課。 

課程類型 必修課 課外課 家教課 住家課 

教師人數 12 26 21 23 

(表格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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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頻率及實習華語教師人數 

課程

時間

頻率 

每天 一周一次課時 一週兩次課時 

教師

人數 

1+1+1(每天 2~3 

hours+1+1+1+1+1+1+1

+1+1+1+1+1+1+1+1+1

+1+1+1+1=23 

1+1+1+1(一次課 1.5 小

時）+1(1~2hours ）

+1+1+1+5+1+1+1+1+1

+1+1+1+1+1+1=24 

1+1+1+2+1+1+1+1+

1+1+1+1+1+1+1+1+

1+1+1+1+1+1=23 

 (表格四） 

 

(二)在西班牙的華語教學過程中曾遇到哪些教學困難點？ 

1.語音教學：聲調、語調。中西語言的發音差異。 

2.教材內容適性度：學生的年齡小，HSK2 語法點多，內容枯燥不好開展教 

學活動。YCT教材能按功能分主題更好。 

4.引發學習動機：部分學生對中文完全不感興趣，使教學活動難以進行。需 

要很多的遊戲活動。學生不配合，積極性不高。設計課堂活動。學生對課外

課不重視。 

4.學生難應用字詞成句 

5.漢字教學筆順及部件構成 

6.小孩注意力不集中，對中文不感興趣，不尊重老師。課堂紀律影響課程進

行。學生心理狀態掌握。 

7.學生年齡太小，家教時難以控制課堂。紀律問題。學生在家教過程中不能 

像學校那樣有規律上課。課堂組織管理。 

8.西語不好。課文語法點難說明白。語言不通，文化差異。不懂西班牙語無

法詳細解釋一些語言點。西班牙語水平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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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量詞學不好。 

10.教過的內容容易忘。 

11.教學方法運用不得當。設計的課堂活動學生不喜歡。家教課的教學活動 

不如學校團體教學活動要多樣性。感覺自身能力有待提高，需要更多有趣的 

教學方法來調動學生積極性又可以學到知識。如何提高學生學習動力。 

12.學生是被家長要求來的，他本人並不願學習中文。 

13.教材難找。 

14.無法與學生建立親切感。 

15.自覺中文課說西語多於漢語。 

16.掌握不好西班牙小朋友的興趣點和相處溝通模式。 

17.學生中文學習的環境少，學過就忘。 

18.語法點的教學,例如：就的虛詞學生難以理解運用。 

19.孩子學得快，每堂課都要補充課外知識，每天的教學備課壓力有點兒大。 

20.符合學生年齡段趣味性的輔助教學手段太少。 

21.知道內容也能完成考試但卻不會或很少運用中文來對話。 

(三)就你的教學經驗觀察西班牙學生在學習中文時常出現的問題有哪些? 

1.聲調辨析，同字不同音或同音不同字。發音不準確特別是”淤”這個音。

有些音在西語中不存在，發音困難。不同輔音發音方式及區別。語音語調

不準。四聲音調常發不準。拼音不標聲調。 

2.拼音和西語字母發音的差異性讓學生容易混淆，例如,cuo，gui。思維模

式(中西差異）。學生對拼音的注意力大於漢字。拼音拼寫不對,例如 cai

拼成 sai。拼音和西文、英文混了。 

3.對西班牙學生而言，漢字的認字及書寫不容易。寫漢字時會忘記筆順或

書寫原則，容易漏部件或筆畫。不願寫漢字。書寫能力的提升。厭惡寫漢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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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語序問題，學生容易按西語語序來造句。 

5.能開口說詞，難開口成句。不喜歡用完整句子回答。掌握一定的單詞量

但無法表述成句子。 

6.漢字與發音的聯結難記住。 漢字差 

7.中國文化理解不了。沒有學習興趣。注意力不集中。 

8.語法中的量詞、助詞等。 

9.越學越難，自信心受挫。 

10.漢辨 HSK系列教材內容情境西班牙孩子理解不了，教材不適合學生。 

11.西班牙家長對學習中文的觀念及認識不深，導致有錯誤的要求和期待。 

12.萬惡沒落的殖民者的驕傲感。學生好動坐不住。自律性欠佳。 

13.閱讀時的劃分音節或斷句問題。 

14.學生對中文負面觀念，以為學習中文不實用、中文太難、中文無聊等。

不知道學習目的，不能學以致用。 

15.很多學生都只會說和聽而不會寫漢字。 

16.容易放棄,一點失敗就止步不前。 

17.課後不復習。 

18.聽到的音和說出來或發出來的音不同，分不清 ing/eng/in 

19.讀和寫的能力低，不重語法。 

 

(四） 試敘對西班牙的對外漢語教學期待有怎樣的教學教材、教學資源或師

資培訓內容。 

1.教材 

(1）能更貼近西班牙兒童及青少年生活，更生動活潑。 

(2）故事性、功能性教材。 

(3）適合西語孩子的教材，增加中西文化對比幫助理解的教材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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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有針對幼兒的主題式華語教學教材，練習教材。 

(5）有國家認證，專業學術認同。 

(6）語法結構可以 與西語進行對比，貼近生活有實用性。 

(7）兒童教材可以稍微成人化一些，西班牙孩子其實比較成熟。 

(8）教材更有針對性,生活漢語,學校漢語，教材能不斷更新。 

(9）對語法解釋更簡潔通俗的教材。 

(10）目前使用的是 Better Chinese 教材，希望有更多的教材選擇。 

(11）同時可以西班牙語與漢語並存，用西語解釋語法點讓學生更容易理解。

簡明全西中文語法書。 

(12）西班牙文化與中國文化相結合的教材。 

(13）中、英、西三語教材。HSK教材比較無聊。 

(14）教材不要全部翻譯英文教材，應 該結合西班牙的實際情況。 

(15）遵循 HSK、YCT 考試同時融入中國文化。 

(16）期待有一套統規範而有趣的教材，而不是多種不同的機構層次水平參 

差。有立體活潑內含拼貼圖、彩頁、立體卡片等可愛活潑的教材。 

(17）配套練習的 app，課後可自行學習，有趣延伸閱讀材料。 

(18）課本內容可以以當下學生感興趣的話題編寫而不是固定老套的對話模 

式。 與時俱進，更貼近生活。 

(19) HSK 教材可以再生動點兒，能夠更接近西班牙的生活環境最好。 

2.教學資源 

(1）能有適合西班牙兒童及青少年的(中-西）閱讀書籍(故事、短文）或文

化視頻。 

(2）教學資源網站，例如動畫、遊戲、視頻、教案課件，提供老師更豐富的

幫助及教學參考。  

(3）教學資源能有共享交流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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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更多的視頻材料，更好的 App分享。 

(5）為教師提供一些文化教學材料。 

(6）有専業化教學平台及資源平台。 

(7）多媒體教學軟件。針對不同年齡的漢語歌曲。 

(8）多些視頻、歌曲、Chant 資源。 

(9）期待有更好的教學資源分享平台。 

(10）希望有用西語解釋中國傳統節日的視頻。 

(11）更多的中西文視頻教學輔助。 

(12）能用影片訓練聽力及鞏固內容。 

3.師資培訓 

(1）更系統性，實踐性內容更多些。 

(2）有機會觀摩不同老師的教學。 

(3）師資有豐厚的學術背景或豐富的現場實務教學經驗。 

(4）定期或不定期的培訓課程，最好是有針對性不同的模塊培訓。 

(5）有助教學最新趨勢的實用數位軟體、APP、電子教材的培訓。 

(6）培訓內容多實踐化而不是一昧的講解理論。 

(7）模擬課程，在有指導老師參與下的試講。 

(8）教師的教學西語培訓。西語的培訓加強。 

(9）教師的培訓及工作發展能有展望，讓華語老師及學生能穏定滅少流失。 

(10）付費的網路師資培訓課程也可以接受。 

(11）多數是針對班級授課的教學方法，希望也有針對一對一教學的實用培

訓課程。 

(12）引導老師如何用母語創造課堂語言環境。 

(13）心理學、教學技能培訓。加強理論鞏固。 

(14）中西發音正音技巧及中西語法的異同比較。加強西語課堂運用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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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多增加一些課堂管理的培訓。 

(16）師資培訓更為系統而有效。 

(17）培養真正熱愛正向態度的老師，教師素養、師德以及對中西文化差異

的培訓。 

(18）增加實習機會並針對實習中的狀況給予教學建議及回饋。 

(19）對西班牙的漢語教學，Macma 的教材就很好，希望對老師進行西語與

中文區 別發音及課堂中西班牙語的常用句。 

(20）各地口音的漢語老師，需要加強普通話訓練。 

(21）能夠有多些機會觀摩優秀老師的實際課堂教學，強化語法等專業知識，

國際先進教學理論及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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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2017 年 COMILLAS 大學參加師培教師問卷調查題目 

(一）西班牙華語教師教學背景 

1.性別 ： A 男  B 女 

2.年齡： A. 21-30歲  B. 31-40歲 C 41-50歲 D.51以上 

3.(華語）教學服務年資：  A. 1年及以下 B. 1-2年 C.3-5年 D. 6-8年 E.8年

以上 

4.教學對象(可複選）： A幼兒園 B小學 C初中 D高中 E大學 F成人 G其他：           

5.教學課程類型(可複選）：A必修課 B課外課 C家教課 D住家課 E 其他：       

6.是否為華語文教學相關學系畢業 A是 B否 

7.非華語文相關系所畢業者，請填寫畢業大學系所或取得華語文教學相關認證機

構或名稱：                                                        

(二）在西班牙的華語教學困難點 (複選三項） 

1.語音教學 

2.教材內容適性度 

3.引發學習動機 

4.漢字教學 

5.學生心理及課堂管理 

6.教學方法 

7.師生溝通或親師溝通 (西班牙語程度） 

8.其他：                                                       

(三）就現場教學經驗觀察西班牙學生在學習中文時，常出現的問題有哪些? (複 

選四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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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聲調辨析 

2.發音準確度 

3.對拼音注意力大於漢字(漢字與發音的聯結難記住） 

4.漢字的認字及書寫不容易 

5.語序問題 

6.能開口說詞但難開口成句 

7.中國文化理解不了，沒有學習興趣 

8.西班牙家長對學習中文觀念及認識不深，導致有錯誤要求和期待 

9.學生坐不住，自律性欠佳 

10.讀寫能力偏低 

11.容易放棄，課後不復習 

12. 其他：                                                        

(四） 對西班牙的華語教學及師資培訓期望 (複選） 

1.教材方面 

(1）.能更貼近西班牙兒童及青少年生活，更生動活潑 

(2）.適合西語孩子的教材，增加中西文化對比，幫助理解教材內容 

(3）.針對幼兒主題式華語教學活動及練習教材 

(4）.具實用性、故事性及功能性教材 

(5）.遵循考試方向但同時融入中國文化 

(6）.教材配套練習 APP，課後可自行學習，有延伸有趣的閱讀材料 

(7）.有更多教材的選擇，用西語解釋語法點讓學生更容易理解，結合西班牙的實

際情況。 

(8）.其他：                                                  

2.教學資源 

(1）.適合西班牙兒童及青少年的中西閱讀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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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提供教師教學幫助及教學備課參考的教學資源網站 

(3）.專業化教學及資源分享平台，例如，多媒體教學軟件、針對不同年齡的漢語

歌曲、文化、電影等視頻 

(4）.其他：                                                    

3.師資培訓 

(1）.有機會觀摩優秀教師的實際課堂教學 

(2）.師資有豐富的學術背景或現場實務教學經驗 

(3）.定期或不定期的培訓課程，最好有針對性培訓，例如，教學新趨勢 

(4）.教師的西語培訓 

(5）.在有指導老師參與下的試講 

(6）.教師的培訓與工作發展的階段性，例如新手和資深教師需求發展不同 

(7）.可以接受付費的網路師資培訓課程 

(8）.強化語法、國際前進教學理論及教學方法 

(9）.教師素養的建立和培養 

(10）.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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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個人成為西班牙華語教師的養成培訓過程經驗談 

回顧自己如何成為一名在西班牙教學的華語教師，可以說是一路走來的終身

學習和做中學的過程，自大學畢業後短暫的先在其他工作領域工作了兩年，終因

志不在此而決定轉換工作跑道至教育的工作環境，從此也樂此不疲的一直待在教

育的工作事業裡。第一份的教育工作是在一所桃園私立康乃爾美語學校擔任中籍

美語教師，先是進學校主任的班級跟班觀課一個月，主要培訓學習班級經營技巧、

親師互動的拿捏，教學方法的重點，接著開始自己獨立帶班，教學過程中不斷的

向有經驗的教師請教學習，也從學生們的反應回饋中獲取經驗。 

經過了兩年的實務工作經驗後，有機會因為幼兒園的在職身份能有機會參與

保育人員及所長的教育進修課程，藉此能學習到幼兒心理及發展、各種教育理念

及教學方法的知識理論，並且能呼應到我的實務教學情境中，在親師溝通時也讓

家長能感受到教師的教學專業性，進而更有助班級經營管理和學生的學習。在取

得保育人員及所長資格證後，也因該課程的授課教師分享，得知了台北教育大學

開設幼兒教育在職進修學分專班。 

在考試錄取台北教育大學開設的幼兒教育在職進修學分專班後，開始在職進

修學習教育學、教育心理學、教育社會學、教學法…等教育專業知識理論課程。

二十四學分修完後因為要實習半年，故向待了五年多的第一所學校請辭，並到桃

園國小附設幼兒園實習並同時準備教育部的教師資格檢定考試，最後通過並正式

取得幼兒教師證。 

由於所服務的雙語或全美幼兒園有不少外籍教師同事們，在安排校內的教學

培訓或教學觀摩活動時，因部分外師想提升自己的教學和生活品質，故提議想學

中文。這促發了我去參加華語師資培訓的課程，想進一步了解如何將自己視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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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當然的中文母語有系統和方法的教外國人。2012年在漢華華語師資培訓的機構

得知在西班牙馬德里自治大學開設了針對西班牙兒童青少年華語師資培訓證照課

程，藉由這方案讓一句西班牙語也不會的我，開啟了到西班牙教中文的一扇窗。

剛到西班牙先在能用英文溝通的西班牙家庭當住家中文教師並同時到馬德里自治

大學進修學習，在維期一個多月密集的對西班牙兒童青少年的華語師資培訓課程

及試教後，我被安排開始至西班牙馬德里的私立學校 Zuloaga(是目前我仍任教的

IB學校，更名為 Agroa International School Madrid）、Kensington、British 

Council ，公辦民營性質的學校 Cardenal Herrera-Oria和 Loreto 五所學校教

授必修課(一週一次，一堂課 50分鐘）及課外課 (一週兩次課或一週一次課）。在

馬德里自治大學進修時，蒙恩師曾麗芬老師的引薦到台灣馬德里華僑學校擔任中

文老師直到今日。不知不覺得也待在西班牙教授華語近六七年了，在西班牙第三

年的華語教學時有位中國漢辦派來的對外漢語實習老師觀課，並以我為研究對象

寫下了名為「海外幼兒漢語課堂觀察與思考-以西班牙 Zuloaga 學校幼兒漢語課

堂為例」碩士論文，內容詳細的觀察紀錄分析了我的華語教學課堂狀況。為此我

也蒙生了再進修碩士學位的想法。 

經由西班牙教師協會的吳老師介紹得知台灣師範大學開設第一屆海外華語師

資數位碩士在職專班，在此之前也參加西班牙教師協會舉辨在西班牙馬德里的華

語教學研習、漢辦及孔子學院的華語教材研習、僑委會海外華語教師培訓研習學

分課程。而在錄取台灣師大海外華語師資數位碩士在職專班的同年，MACMA公司

也找我參與 2016 年在馬德里 COMILLAS大學華語師資培訓課程，擔任其中一部分

課程的培訓教師。從教師職級制的角度來看我的華語教師生涯，由第一到第三年

的初階教師到第四到第六年的中階教師目前第七年正努力朝向高階教師的方向前

進。希望在自我實現的同時也能對華語師資培的這領域做一些分享回饋。 

 



103 
 

 

蔣敏納 北京外國語大學 漢語國際教育碩士論文 

海外幼兒漢語課堂觀察與思考- 以西班牙 Zulaga學校幼兒漢語課堂為例 

5/12/2013  

部分引文如下： 

 

 


